
□本报记者刘健 文/摄

全州县枧塘镇种植葡萄已经有 30 多
年的历史，一直以来，该镇都将葡萄产业
作为全镇精准脱贫的主导产业来抓。近年
来，枧塘镇开始发展阳光玫瑰葡萄品种试
种，以点带面，优化全镇葡萄种植产业，
并通过突出基地示范，壮大集体经济，带
动贫困户致富。

15 日上午，“决战决胜走基层、总
攻之势大采访”——— 千名记者一线行活动
的记者们来到枧塘镇“阳光玫瑰”葡萄种
植示范基地采访。

“‘阳光玫瑰’果粒大、甜度高、风
味佳，并有着独特的玫瑰香味，是近年来
受到市场追捧的‘贵族’葡萄。与巨峰葡
萄相比，‘阳光玫瑰’销售价格高，利润
大，更能带动村民致富。”枧塘镇相关负
责人说。

2015 年，枧塘镇党委组织技术人

员、村民到南宁进行“阳光玫瑰”种植
技术学习，并于 2016 年将其引进到本
地。

“我们考虑到发展新品种有一定的风

险，所以就先由政府承包了 2 亩地进行
试种。如今，枧塘镇立足于当地的土地资
源，联合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实现村级集
体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助推贫困村实

现脱贫摘帽。”枧塘镇分管农业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 2019 年该镇实现珠塘村、芳
塘村、安德村每村集体经济收入 3 . 5 万
元， 2020 年及以后每村集体经济收入将
达到 5 万元。同时能带动高品质的“阳
光玫瑰”迅速在全镇进行全面推广，以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广大贫困
户通过种植“阳光玫瑰”实现脱贫致
富。如今的示范基地已经扩展到了 15
亩，今年预计能有 2 . 25 万公斤的收成。
基地聘用贫困户参与日常管护，有效增
加了贫困户的收入。

近年来，枧塘镇充分利用境内土壤适
合种植葡萄的有利条件，把发展葡萄种植
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支撑点，全镇葡萄产
业得到健康发展和优化。接下来，枧塘镇
还将立足现有优势产业，发展葡萄采摘、
生态休闲旅游等，强化一、三产业融合，
从而带动当地贫困户多渠道增收，打造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美丽家园。

□本报记者刘健 文/摄

近年来，全州县文桥镇从粮食产业出发，通过
粮食企业带动农户、贫困户参与发展优质稻产业，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记者了解到，文桥镇 2015 年
精准识别认定贫困户 1215 户、 3956 人，截至目
前，未脱贫户仅剩 62 户、 171 人，预计今年将全
部脱贫。

“文桥一直以粮食出名，有着非常悠久的粮食
种植历史。 2015 年，我回到家乡后看到不少农
户、贫困户因为没有销售渠道，再加上稻谷品种不
好等原因减少了粮食种植，而且种出来的粮食也卖
不出好价格，我心里很着急，也想为大家做点什
么。”采访中，从房地产商“改行”的周升华告诉
记者，经过思考和规划以后，他立足于“桂北粮
仓”的粮业优势，在文桥镇创办了一个集粮食生
产、收购、加工、储存、销售于一体的粮业公司。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摸索，他自己也从一个种田的
“门外汉”成了粮食行业的“精英”。

“我们主要采用‘农户+合作社+公司’的模

式对传统农业进行转型升级，对带动农民增产创
收、脱贫致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每户贫困户仅
通过这一块就有 6000 元左右的收入。”周升华
说，公司目前通过种植、提供扶贫车间工作岗位、
融资入股分红等方式，共带动贫困户 158 户。

“公司不仅给我们贫困户提供免费种子、农
药、肥料，还会提供机械帮助大家犁田和收割。
如今，我家的粮食年年都可以大丰收。”贫困户
汪太龙说，他不仅把自家五六亩田的谷子都卖到
了公司，而且他还在扶贫车间工作，每个月能拿
到 2000 块左右的工资，很快就实现了脱贫。

今年，周升华通过土地流转，发展了 11000
多亩优质水稻种植，他还计划打造“文桥洋田”
品牌系列，拉动文桥粮食产业的整体经济收益。

发展优质水稻种植无论在品质还是价格方
面，都有极大的提升，贫困户们纷纷表示迎来了
“丰收”之外的另一份喜悦。

17 日，记者在文桥镇的稻田里，见到成片
绿油油的景象，细看之下，已经泛黄的稻穗颗粒
均匀、饱满，村民告诉记者，今天肯定又是一个
丰收年。

决战决胜走基层 总攻之势大采访——— 千名记者一线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 指引下 ———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秦鸣凤
陈仕葵）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桂林永福

供电局获悉，永福县百寿镇百寿供电所石
龙村丁兴公变台区改造工程、密岩公变台
区改造工程、得玉岭公变台区改造工程，
新隆村许龙公变台区改造工程、老榨房公
变台区改造工程、淀棚公变台区改造工程
等 6 个农村电网精准扶贫改造项目已于 6
月 10 日晚投入运行，这标志着该局今年

农网扶贫改造项目初战告捷。
据了解，上述 6 个项目所在地———

百寿镇新隆村、石龙村均是已脱贫摘帽
的自治区级贫困村，这些项目也是广西
电网公司挂号的精准扶贫农网改造升级
项目，涉及到 180 户居民用电。“项目
实际投入运行比原计划提前 20 天。”永
福供电局副总经理王胜告诉记者，这 6
个项目原计划开工时间为 4 月，投运时

间为 6 月 30 日。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 6 个项目于 5 月开工，为了抢抓
工期，确保如期完工。永福供电局对每
个项目倒排施工计划并上墙展示；各参
建单位严格按计划推进，每周统计施工
物资和人员配置情况，科学调配物资和
施工人员，定期收集施工进度信息，重
点跟进进度缓慢的项目，确保了项目提
前完工。

王胜说，今年，该局扶贫台区项目建
设共计 13 个，总投资 693 . 3691 万元，
计划新建 10 千伏线路 9 . 108 千米，配变
24 台，容量 1585 千伏安，新建低压线路
32 . 076 千米，项目改造惠及 4 个村委
792 户居民。除了已完成的 6 个项目外，
其余 7 个项目正在调配物资，准备进场
施工，预计将在 9 月 30 日如期投入使
用。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周凌辉 唐捷）近日，全区水稻大
钵体毯状苗育插秧技术示范演示会在兴安县全新农机合作社举行。
据悉，该技术由自治区农机中心科技推广部在全区范围内率先引入
我市示范推广。

据了解，水稻大钵体毯状苗育插秧技术是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
教授宋建农主持的国家公益性科研项目，于 2019 年列入农业农村
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发布的《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主推
技术。该技术首次实现了水稻大钵体毯状苗机械化育秧及精准栽插，
具有不伤秧苗、秧苗返青快、分蘖早、有效分蘖多、抗倒伏强、成穗率
高、可减少 5 — 7 天的缓苗期，不延长或少延长水稻生育期，可有效
缓和双季稻区水稻生长季节矛盾，增产增收明显等优点。

市农机中心负责人介绍，该技术的创新点在于革新了育秧盘结
构，既突出水稻钵体苗的栽培技术优势，也使秧苗成苗后能够连成
一体，有效满足插秧机抛秧机插作业要求，每亩可以增产一到两百
斤，助力农业节本增产。

自治区农机中心、相关地市农机中心、兴安县农机中心农机技
术人员及种植大户 40 余名代表参加演示会。

永福 6 个精准扶贫农网改造升级项目投入运行

我市率先示范推广水稻

大钵体毯状苗育插秧技术

□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秦紫霞

6 月 18 日上午，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病房综合楼项
目封顶仪式在医院隆重举行，这座 21 层的医疗综合大楼将于
明年投入使用，为我市医疗事业添砖加瓦，为群众带去福音，
这也将成为该医院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时刻。

9 时 5 分，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到位，桂林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病房综合楼正式封顶。桂林医学院院长张志勇，桂
林市政协副主席区捷，桂林医学院副院长、附属医院院长李清
华，临桂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韦崇广，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文琼仙，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葛波，临桂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倪凌及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医院职工，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
限公司领导，项目部负责人及现场施工人员共同见证了这一重
要时刻。仪式由医院院长葛波主持。

据了解，此次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是桂林市领导跟踪服务
推进的重大工程之一，是 21 层集医疗、教学、科研、体检、
住院及相关配套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建筑，病房床位 500
张，综合楼空间布局现代科学，流程设置处处考究，医院“弘

德善医 仁心济世”的理念将在这里得到展现。
封顶仪式上，桂林医学院院长张志勇对病房综合楼顺利封

顶表示祝贺。他希望医院以综合楼封顶为契机，助推医院健康
稳定发展，实现学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双赢。他表示，第二附

属医院应立足根本，提升直属附属医院社会服务能力；抢抓
机遇，提升直属附属医院内涵建设能力；整合资源，提升直
属附属医院科教能力；坚持医、教、研三位一体的高水平发
展，建设成为协同培养医学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地、夯实一

流学科人才队伍的重要载体、产出重大科技创新的重要平
台，进一步将医院做精、做强、做优，更好地为区域内外百
姓造福。

医院党委书记文琼仙表示，作为高校直属附属医院，医
院一直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地方发展战略，在大力引进高精
尖人才，开展诊疗新技术、新项目上下足功夫。此次病房综
合楼项目的建设是医院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再升级。项
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医院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医疗环境以满
足患者就诊需求。

一直以来，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临桂临床医学院)
在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培育优秀医学人才、改善人民生活质
量、加大新区对外吸引力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医院先后
获得 2019 年度全国改善医疗服务创新医院、全区卫生健康
系统集体二等功、中国房颤中心认证单位、中国胸痛中心认
证单位、国家高级卒中中心单位、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
国家爱婴医院、桂北地区毒蛇咬伤救治中心、桂北地区首家
航空医疗救援基地医院、桂林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危重
新生儿救治中心等。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医院将进一步加
强内涵建设，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不断增强医疗教学科研
实力，以新形象开创医院发展新局面。

实干托梦想 奋斗启未来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病房综合楼项目顺利封顶
预计明年投入使用

▲封顶仪式现场 通讯员欧科彤 摄 ▲封顶的病房综合楼项目 通讯员李霜 摄

全州县枧塘镇：

发展“贵族”葡萄种植 优化全镇种植产业

全州县文桥镇：“桂北粮仓”盛满“脱贫粮”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李纯洁）近日，一辆装着猪苗的
中型货车停在了兴安县崔家乡粉山村委会的大门口。工作人员将做
好记号的猪苗卸下车，随后，32 头猪被送到了 16 户贫困户家中。

近年来，崔家乡从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出发，以帮扶贫
困村发展产业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后盾单位的资源优势，通过开展

“一帮一联”、消费扶贫等方式，积极引导贫困户发展自主产业，拓宽
增收渠道，不断提升“造血”功能。2016-2019 年，全乡实现脱贫 268
户 903 人，三义村委和崔家村委相继摘掉贫困村的帽子。

兴安县税务局是崔家乡扶贫后盾单位。此次，该局不仅为贫困
户送上了总价达 41600 元的猪苗，同时还为贫困户申请了产业奖
补 33280 元。金钩村 73 岁的王加学告诉记者，自己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妻儿均患有二级精神残疾。在崔家乡党委、政府的精准帮扶
和后盾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如今王加学一家人每月享受的 A 类低
保、养老金、重残补助等政策性收入共有 1627 元，解决了生活上
的大难题。“感谢政府，感谢后盾单位，我一定把小猪养得白白胖
胖！”在免费领到猪苗后，王加学对生活充满了期盼。

兴安崔家乡：32 头猪苗

送到了贫困户手里

▲贫困户在扶贫车间工作。

在枧
塘镇“阳光
玫瑰”葡萄
种 植 基 地
内，一串串
青绿色的葡
萄悬挂在枝
头，在基地
打工的贫困
户正在对葡
萄 进 行 疏
果、修枝。

爱心企业为四塘镇危改贫困户送“大礼包”

本报讯 近日，爱心企业桂林汇荣建设公司来到临桂区四塘
镇，开展“四塘危改贫困户温暖住新家”活动，为贫困户送上 50 份
总价值 16 . 5 万元的“爱心大礼包”。四塘镇的贫困户共有 1086 户
4421 人，在临桂区所有乡镇当中，贫困户数排第二，贫困人口总数排
第一。目前，全镇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9 户实施危房改造，已全
部完工。为鼓励参加危改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入住新房，四塘镇党
委、政府牵线联系爱心企业，为入住危改贫困户送上“爱心大礼
包”。每个“爱心大礼包”包括床、彩电、棉被、电饭煲、桌椅板
凳、门窗等群众迫切需要的物资。 记者周文俊 通讯员唐燕

■榕城短波

▲ 6 月是禁毒宣传月。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对毒品的认知和
抵御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日前，秀峰街道东华社区联合白龙
派出所开展了以“大美桂林，绿色无毒”为主题的校园禁毒宣传活
动。禁毒民警在现场进行禁毒知识讲解、禁毒知识问答，利用毒品
模型、具体事例等对毒品的相关知识作了全面讲解，警示青少年不
要因为好奇去沾染毒品。图为民警正在用毒品模型向孩子们科普毒
品的危害。 记者陈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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