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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唐翠梅

“变化太大了！以前从国道进村路两
边全是野树，路也是泥土路，我们那时候
上学从村里走到镇上需要 2 个小时，现
在路硬化了，两边全是红枫，变干净了也
变漂亮了，家乡的味道再也不是飞扬的泥
土味了！”家住全州县咸水镇蕉川村的朱
大爷已经在外上班 30 年，如今退休回
家，看到家乡的变化不由阵阵感慨。

为高质量打赢 2020 年脱贫攻坚收官
战，全州县咸水镇党委坚持“产业助脱
贫，扶贫兴产业”产业扶贫思路，立足实
际，持续加大柑桔、水稻、红枫、苗木等
产业建设力度，用“四色”为辖区群众描
绘出了脱贫致富路。

橙色柑桔，立足实际强产业。为增强
脱贫实效，巩固脱贫质量，咸水镇将脱贫
攻坚与柑桔产业充分结合，自 2016 年

起，引进沃柑、世纪红、耙耙柑等高品质
柑桔，提升柑桔市场溢价，增加果农收
益。同时，加大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建设力
度，推出“引凤归巢”“本土人才培育”
等计划，大力建设柑桔合作社与深加工企
业，延伸柑桔产业链，提升柑桔附加值。
以咸水镇返乡骄子创办的亿园果业合作社
为代表的柑桔加工企业，带头建设扶贫车
间，并推出“柑桔采摘、管理咨询、收购
加工、统一包装、运输售后、产品反馈”
一条龙服务，示范带动了全镇柑桔产业高
标准发展。

金色水稻，转型升级壮基地。该镇党
委充分利用辖区土地富硒的天然优势，推
出“富硒水稻”种植计划，号召贫困户立
足实际开展富硒水稻种植。采用“企业+
基地+贫困户”的形式，呼吁辖区企业承
担扶贫社会责任，抓好“领头羊”建设，
通过“政府引领、企业主抓、农户参
与”，引领广西巾帼示范基地鑫计米业将

自治区“十三五”贫困村蕉川村打造为
“ 700 亩高标准富硒水稻种植基地”，
推出鱼蛙米、四宝米等高品质稻米品种，
并开设专项扶贫车间，通过富硒水稻种
植、扶贫车间就业等形式，带领辖区 120
余名贫困户年均增收 3000 余元。

红色红枫，发挥特色促增收。深秋时
节，该镇蕉川村委 2000 亩的红枫基地已
鲜红一片，来往游客络绎不绝。该镇党委
立足实际，于 2016 年开始实施“红枫促
脱贫扶贫战略”，组织广大贫困户开展红
枫种植，实行由第一书记、驻村队员、村
“两委”干部分片区、包保制，带领贫困
户发展红枫产业，为贫困户提供苗木选
种、管理养护、塑型销售等帮扶。同时，
创建咸水镇蕉川立桥红枫镇级扶贫车间，
每年平均为 300 名贫困户提供红枫移
栽、灌溉、施肥、除虫等季节性工作，使
贫困户人均年增收 3000 余元。据统计，
目前蕉川村贫困户红枫种植率达 80% 以

上，是全县唯一依靠景观苗木实现脱贫摘
帽的贫困村。

绿色苗木，环保生态树品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该镇有林地面积
17752 . 83 公顷，森林面积 16891 . 34 公
顷，种有桂花树、松树、杉树等 10 余种树
种，森林覆盖率达 62 .96% 。该镇党委在保
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结合扶贫政策，为
辖区贫困户开发 58 个“公益护林员”岗
位，每年带动贫困户人均增收 5000 余元。
为提升苗木利用率，让绿水青山造福辖区
群众，该镇党委推出“天然氧吧计划”，
积极对外招商引资，发展绿色民生经济，
打造“健康生态康养”“花木种养”“花
木交易”“千亩花海”等多个生态环保项
目。据统计，目前该镇已将各个生态环保
项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项目前期调研规
划、合作设计等各项建设流程正在健康有
序推进。

□通讯员蒋人轲

“我与菌种打交道已有 40 年的历史，
酸甜苦辣，不言而喻。”灌阳县运福菌种厂
负责人蒋运福如是说。

提起蒋运福，人人都称他为“老蒋”，
之所以称其为“老蒋”，是因为他从事菌种
生产几十年，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

1980 年他从灌阳高中毕业，正值 18
岁。毕业后，他毅然回到了家乡新街镇龙
中村蒋家坝屯，从此与“三农”结缘。有
一天他从圩上购回一大堆关于种植菌子的
书籍，从此以后他一直关注着有关的种植
技术。当年，他在自家院子里试种了 300
平方米的蘑菇菌，挣了点小钱，赚得人生
第一桶金。

1982 年，灌阳县土产公司面向社会招
收一批生产菌种的学徒工，他即刻报名应试
被选中。经过公司半个月的集中培训，凭借
他年富力强，具有高中文化底子，且有种植

经验，不久就从学徒工转为熟练工(技术
员)。在此，他不仅学到了技术开阔了眼
界，还每月从公司领取 90 元的薪酬，当
时在山区县这是一个不菲的收入，他倍感
欣慰。随后几年，他常被公司派至临桂、
荔浦、平乐等地传授技术，并成为技术骨
干。 1985 年公司实施减员增效体制改
革，最后他被裁减回家。

“其实，我早就有想法，想回家自己
搞一个菌种厂。” 1986 年，他欣然办起
了自己的菌种厂，并取名“灌阳县八六菌
种厂”(厂名具有 1986 年起步办厂、记载
时代的寓意)。经过几年打拼，企业有了
起色，吸引了他两位胞兄，他随即拉其入
伙。随后，他们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企业
像滚雪球似的越做越大，在当地小有名
气。

2004 年蒋运福又建起了新的菌种
厂，以他的名字取为“灌阳县运福菌种
厂”。随后，他不断增加生产品种，产品
销往湖南省、桂林市等地，腰包也不断鼓

起来，事业如日中天。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表示，

他虽然通过办企业有了微薄的收入，但总
感觉到“生意买卖眼前花”，不“踏
实”，他想找一个“稳当”产业，以防未
来生活之忧。当时，该县上下正掀起兴办
小水电热潮，大批老板纷纷改行从事小水
电。此时的他毅然投入这股热潮中，先后
在龙胜和灌阳建起了 2 个股份制小水电
企业，年获纯收入六七万元。这无疑给他
注入了一股兴奋剂，不仅增添了信心，更
让他吃了定心凡，生活无忧。

但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毅然回家研发新菌种。 2005 年，不
甘寂寞的他通过观察发现人们对灵芝保健
品需求量大，有商机可寻。当年，在不放
弃原有菌种生产的基础上，他开始研发灵
芝菌种生产。经过 15 年的风风雨雨，目
前他已掌握一套独到的灵芝菌种生产技
术。此技术不仅提高了灵芝成活率，而且
提高了灵芝产量，同时提高了品质。近

日，湖南、贵州及区内柳州等地企业老板
纷纷请他上门传授技术，他应接不暇。如
今，他非常自信道：“当今，我这套技术
独一无二。”

芝麻开花节节高。他的企业越做越
大，目前，企业可年产 20 万包灵芝菌
棒，实现年纯收入 30 万元以上。

为使自己的企业做得更大，让更多
老板参与企业，实现共赢， 2019 年他开
始转变经营理念，与企业老板合作，实
行股份制运作，在利益分配上他占三
成，合作企业老板占七成，同时他包种
子、包技术、包销路。此招引来八方来
客。如今，他已与广东省、贵州省及区
内柳州市等地八家企业合作开发，拿到
了 1500 吨灵芝菌棒的订单。他与灌阳县
新街镇龙炼村合作社共同创办的扶贫车
间，吸纳了 10 多户贫困户参与，现已生
产灵芝菌棒 300 多吨，实现纯收入 30
多万元，成为该县创效益最快的村级企
业。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刘赵城 李芸)11 月 7 日，秀峰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秀峰区就业服务中心在市中心广场
举办了以“稳就业，助增产”为主题的秋季大型招聘会，旨在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指示精神，积
极响应党中央及桂林市“六稳六保”决策部署，助力广大企事
业单位增产，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建
档立卡贫困人员等群体实现就业创业。

本场招聘会共吸引 520 家企业进场招聘，涉及金融、计
算机、旅游餐饮、房地产建筑等八大行业，提供就业岗位
4369 个。在活动现场，相关部门还设立了服务咨询区，工作
人员免费为广大求职者提供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创业扶持维
权服务。据会后系统统计，本次招聘会预约领票 3359 人，现
场领票 660 人，实名入场的求职人数合计 4019 人，无论是参
会企业数还是求职人数，均创造了历年秋季招聘会新高。初步
达成就业意向人数 2400 多人，有效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
人、下岗失业人员、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等群体实现就业创业。

近年来，秀峰区高度重视就业公共服务工作，每年通过开
展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会等活动，积极拓宽就业渠道，为解
决该区企业“招工难”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同时，借助这个平
台，大力宣传和贯彻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深入推动全社会
共同关心和支持公共就业服务工作，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本报讯(记者刘倩)日前，西山科技乳腺微创旋切技术规范
化培训基地在南溪山医院挂牌成立，今后将定期开展该项技术
培训，带动广西特别是桂北地区基层医院乳腺专科建设，促进
乳腺微创旋切技术推广，惠及更多的患者进行乳腺癌的早期预
防及诊断。此次在南溪山医院设立的培训基地也是西山科技在
广西建立的首个乳腺微创旋切技术培训基地。

据介绍，乳腺癌的预后取决于肿瘤的临床分期，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是乳腺癌三级预防的重要举措。“真空辅助微
创旋切技术”可以对乳房病变组织进行微创活检及完整切除，
此种技术创伤小、无需缝合、住院周期短，减少病灶周围正常
组织损伤，避免给患者带来开刀之苦。但该技术需要在超声辅
助下进行，且手术部位紧邻心脏，要求术者掌握娴熟的技术，因
此，越来越多的医生迫切希望能到“乳腺微创旋切手术培训基
地”进行规范化学习，掌握技术要领，造福更多乳腺疾病患者。

南溪山医院腺体外科是该院历史最悠久的科室，医教研技
术力量雄厚，作为广西率先开展乳腺微创旋切手术的医院之
一，掌握了娴熟且规范的微创旋切技术。西山科技走在国内微
创培训基地建设前列，先后在重庆、北京、上海等国内多个医
疗培训机构建设专业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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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咸水镇：“四色”绘就脱贫致富路

四十年的菌种情怀

广西首个西山科技乳腺

微创旋切技术规范化培训

基地在南溪山医院建立

秀峰区举办“稳就业，

助增产”秋季大型招聘会

本报讯 日前，桂林市第五届“严重心力衰竭与心脏性猝
死防治新进展”学习班在碧玉大酒店开班。本次学习班由市医
学会、市第二人民医院联合主办，来自市、县、乡三级医疗卫
生机构的 150 多名医护人员参加学习。据悉，本次学习班邀
请了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附属三医院、湖南
省人民医院、广西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等医院的多位知名专家授课，学术专题内容包括
“ 2020ESC 心衰前沿进展”、“ V-A ECMO 在心脏重症
中的应用进展”、“心肾综合症”及“心衰中心的建设与思
考”等。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唐清 唐大钧）

■榕城短波

桂林市第五届“严重心力衰竭

与心脏性猝死防治新进展”学习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黎晓云)记者从叠彩区委了解
到，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截至目前，叠彩区 15 个行政村全
面实现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一肩挑”，为叠彩区
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

“大家谈一谈目前工作计划，各村当前‘两委’班子建设
和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等工作中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也可以
畅所欲言交流。”近日，在叠彩区大河乡召开的村党组织书
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工作座谈会上，大河乡党委书记张振岩
和各村新任“一肩挑”人员、驻村工作队员、第一书记谈心，了解
各村新任“一肩挑”人员对于本村乡村振兴发展的工作计划。

推行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是党中央重
大战略部署，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做
好“一肩挑”工作，叠彩区委成立了以区委书记为组长的“一
肩挑”工作领导小组， 15 个村直接由 13 名区委常委包联，
深入各村与村“两委”成员、党员和村民代表等谈心谈话 850
多人次。经过广泛调研、科学研判、严审资格等程序，叠彩区
按照“一村一策”有序推进“一肩挑”工作。

“一肩挑”人员上任后，叠彩区委对其进行了培训，指出
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与以往的角色不同，要
求“一肩挑”人员有思路、明目标，切实增强做好农村工作的
责任感、使命感；要建立完善村里各项管理制度，构建有效的
监督约束机制，加大对村“两委”班子的监督力度，做到用制
度来管人、管事、管钱；要不断提高政治敏感性、政治眼光和
政治智慧，做到立场坚定、公道正派，树立良好形象，做一名
合格带头人。

叠彩区 15 个行政村

实现村党组织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一肩挑”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张雨晴)
近日，七星区组织召开流域面积 50 平方千
米以下河流管理范围划定报告审查会。市河
长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专家及辖
区漓管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区农
村农业局等负责人参加了审查会。

为加强辖区江河湖库管理保护，保障防
洪、供水、岸线生态安全，七星区本次着重
审查了辖区流域面积 50 平方千米以下河流

3 条，分别是小东江、灵剑溪、朝阳河，河
流总长度为 23 千米。

会上，编制单位对以上 3 条河流管理
范围划定成果作了相关说明，与会人员就管
理范围划定报告内容进行逐一审核并提出修
改意见。修改意见包括小东江、灵剑溪、朝
阳河 3 条支流的河道管理范围应分为两个
标准，有堤岸为 8 米、无堤岸以五年一遇
潮汐为标准。划定区域尽可能地减少房屋、

农田。同时，要实事求是地进一步现场核
实划定范围内包含的构筑物。

今年来，七星区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创新建立“河长+检察长”依
法治河新模式，着力解决七星区漓江流域
水环境问题。统筹谋划漓江环保基础设施
建设、漓江沿岸环境综合整治、流域截污
与治理、黑臭水体整治、饮用水源地保
护，实施七星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与

修复，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按照要求，到今年年底，七星区漓江

流域水质优良(干流国控断面优于 II 类)比例
达到 100% ，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达到国
家、自治区和市级的考核指标；漓江生态
流量达到 60 立方米/秒，水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达到 92% 以上；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 100% 。

加强管理保护 保障生态安全

七星区审查 3 条河流管理范围划定报告

近日，游客在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梯田景区观光游
玩。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梯田景区的稻谷目前已收割归仓，
然而层层梯田风光依旧，梯田与田间劳作的农民、远处的山
峦、吊脚楼在云雾间若隐若现，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通讯员吴生斌 摄

在阳朔葡萄镇葡萄村委，部分稻田地势低洼，收割机
无法进入，只能依赖人工收割。桂林移动近日组织阳朔分公
司党员志愿者进村，为家中缺少劳动力的种植户和贫困户开
展了秋收扶贫服务活动。

在收割了沉甸甸的水稻后，大伙还帮着用打谷机进行脱
粒、入仓，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徐先丽 石建华 林彦杉 摄

龙胜：云雾梯田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