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夏季，受持续性降雨影响，
防汛安全形势严峻，防汛工作进入战
备状态。连日来，六枝特区防汛抗旱
指挥部积极带队对六枝辖内白岩脚水
库、打铁寨水库、荷花池水库、直溜
水库、阿珠水电站 ( 水库 ) 及龙河镇
红旗村移民安置点山洪灾害危险区开
展防汛安全督导检查，进一步推动防
汛安全工作落地落实。

过程中，督导检查组认真查看了
水库、电站大坝、溢洪道、发电厂房
运行安全情况、防汛措施落实情况、
运行管理人员防汛值班值守及巡查检
查记录情况、山洪灾害危险区山洪防
范预警预防措施落实情况等，与水库、
电站管理人员和有关政府、村委领导
交流了工作意见。

针对汛期防汛和水旱灾害防御工
作，检查组指出，在思想上要高度重
视防汛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克服麻

痹侥幸心理，密切关注气象信息，提
前作好转移安置群众的工作准备；对
水库防汛抢险应急预案和下游群众转
移方案、山洪灾害防御预案要及时开
展应急演练或室内推演，摸清水库上
下游、山洪危险区内的受威胁住户及
人员结构，负责转移人员要清楚各自
职责，要让被转移群众知晓转移预警
信号和路线。

同时，有关村委要储备一定的防
汛抢险和转移避险应急物资，各水库
( 电站 ) 要加强防汛物资有效性检查，
做到有备无患、有备可用；各水库、
水电站要严格执行汛期调度运行计划，
科学合理调节水位，与下游村寨保持
联动，确保水库、水电站泄洪期间下
游群众安全，防汛“三个责任人”要
到岗认真履职，严格执行汛期领导带
班的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严禁脱岗
和敷衍失职。                    （聂建云）

6 月 2 日凌晨，六枝特区
关寨镇遭遇强降雨，24 小时最
大降雨量达 140.1 毫米，致使
该镇多处区域山洪骤发，多处
道路垮塌堵塞，农作物受毁严
重。

雨汛虽停，洪水退却，但
道路和部分群众家里还残留着
大量淤泥、杂物。为加快灾后
重建、迅速恢复人民群众正常
生活秩序，6 月 3 日至 4 日，
六枝特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 3
辆车 13 人，携带铁锹、铁镐、

照明装备、水域救生衣、救援
绳索、手抬机动泵等 70 余件
（套）装备器材，到受灾最严
重的关寨镇箐口村开展排涝清
淤作业，全力以赴投入到灾后
重建工作中。

6 月 3 日 16 时 20 分， 消
防救援人员抵达箐口村，眼前
一片狼藉。村公路乱石陨落，
遍地是黄土和生活杂物，沿街
门市店铺的物品被洪水浸泡，
部分群众家里淤泥堆积。

为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灾后

生产生活，消防救援人员同当
地党员干部一起，到受灾群众
家清理杂物、排水清淤。同武
警官兵一道，协力清除道路上
的杂物垃圾，帮助尽快恢复通
行。

下一步，六枝特区消防救
援大队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全力以赴持续参与到灾
后重建工作中，用实际行动践
行竭诚为民的训词精神，为防
汛抗洪灾后重建攻坚贡献消防
救援队伍力量。（吴道钰 张学豪）

如果说资金是企业运行的血脉，那
么金融就是经济活动的输血者。当前
在疫情影响 + 经济下行的冲击下，很
多企业面临着巨大挑战，银行业在企
业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承担着重大社会责任，在关键时
刻需为企业“输血”助力。

面对艰难时刻，工行六盘水六枝支
行主动与企业对接，共克时艰，不断
推出创新产品，提升服务质量，推动
企业渡难关，稳经营。

创新融资方式 助力企业发展
近年来，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工

行陆续推出烟草贷、e 企快贷、e 抵快贷、
商户 e 贷、医保贷、税务贷等产品，相
比线下贷款，线上融资的触及面更广、
灵活性更强，更加丰富小微企业融资
渠道，同时办理程序少、资料少、放
款快、利率低，最大程度满足企业贷
款资金需求。截至 5 月 20 日，工行六
盘水六枝支行人行口径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 1.3 亿元，较年初新增 2096
万元。

优化信贷产品 银企共克难关
受疫情及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部

分中小企业困难明显增加，生产经营
形势不容乐观。该行根据自身管理风
险和借款人实际情况，针对暂时经营

困难但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微企业，
合理采用续贷、贷款展期等方式予以
支持。今年以来，成功为当期某商砼
生产企业办理 450 万元续贷，为某医
院办理 400 万元贷款展期，及时助力
企业纾困，该行“因需施策”，成功
为企业渡过眼前难关。

提升金融服务 精准服务客户
工行六盘水六枝支行高度重视对

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不断提升服
务质量，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支撑
体系，为企业提供线上预约开户、代
发工资、上门办卡等便捷服务，为中
小微企业提供批量化、智能化的个性
化服务，节约企业时间成本、经济成
本，对企业的服务更加精准。

落实降费政策 减轻企业负担
工行六盘水六枝支行持续执行国

家关于“减税降费”的相关要求，其
次，该行严格执行小微企业的收费标
准，除利息外无其他任何费用，因业
务产生的评估、抵押登记等中间费用
均由工行承担。此外，优化业务流程，
提高审批效率，快速放款保障企业资
金需求，平均每笔贷款获贷时间 2 至
3 天，进一步让企业享受到工行高效
便捷的金融服务。     

 （陈 罡）

6 月 2 日，牂牁江碧波荡漾，虽是
多云天气，但海拔仅 750 米的江边仍然
热气袭人。

中午时分，一艘小船从江对岸的木
城村向镇政府——六枝特区牂牁镇政府
方向驶来。随着小船越来越近，一个个
滚圆的西瓜让早被热汗浸湿了身子的江
边人迫不急待，只想尽快砸开一个，痛
快淋漓过把瘾。

牂牁西瓜以纯天然、无公害、香甜
多汁闻名，尤其以木城村种植的为最佳。
在木城村，沿着江边缓坡向上，村民们
露天连片种植了十余亩西瓜，目前，已
全面进入成熟采收季，今年约可收 20
来吨。

据驾船而来的瓜农卢吉云自豪地介
绍，他们种的西瓜只随季节播种，没有
反季节、没有大棚、没有化肥，西瓜喝
着露水、吹着江风、晒着太阳，在温度
最高的江边白沙地里慢慢成熟，“所以

特别香甜、汁水多，吃了还想吃，品质
非常好！”

说着，他一刀下去，在清脆声中，
西瓜炸成两半，瓜肉在溅出的汁液中“火
热”现身。迫不及待吃上一口，瞬间的
香甜透过全身，有人说，“这个西瓜的
甜度应该是十级！”

在远处江边垂钓的人也围了上来，
询问价格要购买。

据介绍，因是露天种植，卢吉云他
们的西瓜是依次成熟，但由于今年雨水
多，西瓜长势猛，从现在起，最多仅销
售半个月就过季了。“错过这十多天，
要想吃牂牁西瓜，就还得再等一年了！”
所以，如果不想等到明年，最近大家可
以直接到地里体验采摘乐，也可以到郞
岱购买，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去郎岱销售，
或者购买量多的话，也可联系送货到城
区。

（来源：六盘水日报）

与其它自西向东流的河流不同，
月亮河千古以来自东向西流淌，见证
着这块土地的沧桑与巨变。近年来，
月亮河流域独特的自然气候环境，让
红米、猕猴桃、茶叶、绿壳鸭蛋等产
业发展欣欣向荣，让依河而居的群众
吃上了产业饭，搭上增收致富的“快
车”。

连日来，月亮河畔的田间地头一
派繁忙景象。六枝特区月亮河有机农
业专业合作社的有机红米生产基地进
入了插秧阶段。走进田里，刚从育苗
基地运输来的秧苗散发着阵阵清香，
插秧机在田里来回穿梭，一行行整齐
有序的稻秧在阳光下焕发着勃勃生机。

月亮河自东向西蜿蜒 42 公里，分
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布依族村寨，群
众自古以来就在河流两岸种植水稻。
六枝特区月亮河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韦仕龙就是一名布依族人，月
亮河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气候环境，是
他创业时选择有机农业的原因之一，
自 2011 年开始，这里的有机水稻已连
续 10 年通过有机产品认证。

月亮河流域为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15.3 度，年均降雨量 1400
毫米左右 ,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很
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享受到这种自然
馈赠的，不只是水稻。

在这种特殊的气候环境和地理环
境下，月亮河乡因地制宜在月亮河沿

岸发展猕猴桃产业。在河畔的补雨村
猕猴桃基地里，村民龙清山正在和乡
农业中心的人员交流今年猕猴桃的长
势。作为土生土长的月亮河乡人，近
几年来，他参与了猕猴桃产业的发展，
见证了发展带来的变化。

“我家就住在这个月亮河边，就
在猕猴桃基地这里，我在基地里务工，
收入可以的，现在这个村庄比原来变
美了，山清水秀，风景很好的。”月
亮河乡补雨村村民龙清山细数着这里
的好处。

近年来，亮河乡牢牢把握“产业
振兴”的要求，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在月亮河流域形成了“河中有鸭有鱼、
岸上有花有果”的产业布局，涌现出
有机水稻、绿壳鸭蛋等代表性农产品。

据 介 绍， 从 2013 年 以 来， 月 亮
河乡大力发展种养殖产业，种植油茶
15000 亩， 猕 猴 桃 1600 亩， 蜂 糖 李
5400 亩，茶叶 11000 亩，优质稻含有
机稻种植 5000 亩，养殖蛋鸭 30000 羽。

下一步，月亮河乡将突出抓好“一
村一社”的改革发展，做大做强农村
集体经济，打造一批各美其美、生态
宜居、百姓富裕、乡里和谐的特色田
园示范点，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发展见
实见效，全面推进全乡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在月亮河畔谱写“产业优、
百姓富、生态美”的崭新篇章。

（ 令狐荣骏  刘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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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以“体验科学魅力 弘6 月 7 日，以“体验科学魅力 弘
扬三线精神”为主题的中国流动科技扬三线精神”为主题的中国流动科技
馆贵州巡展六枝特区岩脚站启动仪式馆贵州巡展六枝特区岩脚站启动仪式
在六枝特区岩脚镇中学举行。特区人在六枝特区岩脚镇中学举行。特区人
大副主任龚德祥，特区政协副主席吴大副主任龚德祥，特区政协副主席吴

江出席仪式。江出席仪式。
此次中国流动科技馆贵州巡展六此次中国流动科技馆贵州巡展六

枝特区岩脚站巡展为期三个月，展出枝特区岩脚站巡展为期三个月，展出
科技展品 50 件。科技展品 50 件。

（吴虹霞）（吴虹霞）

6 月 9 日，六枝特区援沪医疗队6 月 9 日，六枝特区援沪医疗队
胜利凯旋。特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胜利凯旋。特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王丽敏，特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长王丽敏，特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
孝和，政府副区长李志军，政协副主孝和，政府副区长李志军，政协副主
席马燕到场迎接。李志军代表特区党席马燕到场迎接。李志军代表特区党
委、政府和全区人民，向圆满完成任委、政府和全区人民，向圆满完成任
务的抗疫英雄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务的抗疫英雄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

感谢。感谢。
这次返回的 10 名援沪医疗队队员这次返回的 10 名援沪医疗队队员

均来自我区医疗卫生系统，是单位的均来自我区医疗卫生系统，是单位的
业务骨干。工作期间，医疗队与上海业务骨干。工作期间，医疗队与上海
人民携手并肩、共同战斗，圆满完成人民携手并肩、共同战斗，圆满完成
任务。                             任务。                             （张青龙）（张青龙）

6 月 9 日，省信访局复查复核处6 月 9 日，省信访局复查复核处
处长李继鹏一行赴六枝特区宣传《信处长李继鹏一行赴六枝特区宣传《信
访工作条例》会议在特区公安局召开。访工作条例》会议在特区公安局召开。

特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公安局局长梅特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公安局局长梅
华平主持会议。                       华平主持会议。                       

          （吴虹霞）（吴虹霞）

月亮河畔产业兴旺 
百姓富裕

随着天气渐暖，小龙虾也悄悄爬
上了人们的餐桌。在六枝特区落别乡
板照村小龙虾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在
娴熟地捕捞小龙虾，该基地今年投放
的 15000 斤虾苗迎来了丰收，正式上
市。

迎着微风与晨光，走进板照村小
龙虾养殖基地，青山绿水映入眼帘，
工人们泛舟水上，正熟练地将事先放
置的地笼从田间逐个拉起，只见工人
们将地笼轻轻抖动几下，一个个张牙
舞爪、个大肥美的小龙虾就滚落到了
筐中。

基地负责人付习贵正忙着指导工

人从各个虾笼内取虾。他介绍，得益
于当地丰富的水资源和气候条件优势，
经过几年的技术沉淀，现在养殖的小
龙虾品质非常好，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今 年 年 初， 该 基 地 在 板 照 村 流
转 300 余亩土地发展小龙虾养殖，通
过土地流转、吸纳务工等方式，有效
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现在基地产出的
小龙虾主要通过线上线下进行销售，
端午节开始上市，每天捕捞 300 斤到
400 斤，今年的预计产量在 5 万斤左右。
由于小龙虾品质好，每天捕捞出来后
皆抢购一空。

（张青龙）

6 月 2 日，接市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橙色预报，6 月 2 日至 6 月 5 日，
六枝特区将会持续降雨，大部分乡镇
将遭受强降雨天气，地质灾害气象预
警风险等级较高。

预警就是命令，安全就是责任，
六枝特区自然资源局立即启动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防范预案，全面开展“群防、
技防、专防”工作。

通知全区 18 个乡（镇、街道）及
辖区内“一体五位”人员对各乡（镇、
街道）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
坡巡查排查。准确掌握隐患点最新变
化情况，及时传导地质灾害风险信息，
以便采取应对措施。

6 月 3 日至 6 月 5 日，端午节期间，
六枝特区自然资源局组织贵州有色金
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二总队、贵州
省地矿局 113 地质大队 4 名专家和 13
名专业技术人员，与特区地灾中心全
体工作人员，组成四个专家排查组，
由一名专家分别带队深入地质灾害隐

患点，对全区进行拉网式、无死角排查，
第一时间掌握灾害信息，及时为当地
党委政府提供决策信息。

降雨量较大、持续时间长的关寨
镇成了排查重点。

专家排查组放弃节假日休息，跋
山涉水，不畏艰难险阻，深入关寨镇
箐口村沙坝桥头滑坡点、关寨镇过瓦
村青杠岭组斜坡处、关寨镇箐口小学
沿线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实地踏勘排
查。

经多组专家组形成合力多点同时
开展排查、研判，及时为当地政府和
人民群众提供了避让信息和防范措施。

端午节期间，关寨镇共发生地质
灾害险情 5 起，成功避让 39 户 179 人，
未造成一人伤亡，确保了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专家排查组还深入新华镇、牂牁
镇、月亮河乡等降雨量较小乡镇排查，
及时为当地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安全
度汛。                    （谢 俊  李树祥）

入汛以来，六枝特区关寨
镇严格按照“三个紧急撤离”
要求，以群众安全为第一要务，
坚持早撤快跑，及时疏散安置
受地灾威胁群众。

关寨镇下麻翁村金花坡和
社勒村小寨地质灾害隐患点在
雨季农户严重受胁，为保证全
面筑牢防灾避灾“红色堤坝”，
关寨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模
范带头作用，构建严密防灾避
灾组织体系，迅速开展防灾避
灾应急工作，全力以赴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镇 100 余名干部职工对
下麻翁村金花坡和社勒村小寨
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进行包
保，包保责任人要随时掌握被

包保农户的家庭成员构成、就
业、就学等情况，清楚被包保
户所有家庭成员的避让地点，
确保被包保户所有家庭成员不
在受威胁区域生产生活，织好
“组织网”，融入 50 余名党
员对接联系户，形成由镇党委、
村党组、党员构建的“红色网
格”组织体系。

为做好雨情汛情监测、转
移安置选址、群众撤离组织等
工作，该镇建强“主心骨”，
针对下麻翁包包组、下麻翁猴
子田组、社勒小寨一共成立了
15 个包保责任组，把党组织的
“神经末梢”延伸到防灾避灾
最前沿。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
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

得出来。”关寨镇广大党员迎
难而上、冲锋在前，树旗帜、
亮身份，当好“战斗员”，哪
里最困难、最危险，哪里就有
他们的身影，用昂扬斗志向人
民传递信念和力量。

同时，形成常态化宣传，
关寨镇全体干部常态化到下麻
翁村金花坡和社勒村小寨地质
灾害隐患点，对当地群众积极
进行宣传、劝导，并主动帮助
群众转移到避灾安置点，党委
班子带领干部职工挨家挨户开
展“敲门行动”，把“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转化为实际
行动，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防灾
避灾一线高高飘扬。（聂建云）

落别乡板照村小龙虾开网捕捞

六枝特区自然资源局“群防、技防、
专防”及时化解地质灾害风险

关寨镇党建引领 做好“三个紧急撤离”

六枝特区加强防汛督导检查 
推动防汛安全工作

六枝消防全力清淤帮助关寨镇灾后重建

工行六枝支行为企业纾困解难　 牂牁西瓜熟了
乘船渡江等你而来

6 月 2 日凌晨，六枝特区关寨镇遭遇6 月 2 日凌晨，六枝特区关寨镇遭遇
强降雨，24 小时最大降雨量达 140.1 毫米，强降雨，24 小时最大降雨量达 140.1 毫米，
其中，关寨镇箐口村 6 月 1 日 8:00 至 6其中，关寨镇箐口村 6 月 1 日 8:00 至 6
月 2 日 8:00 ，24 小时降雨量达 110.6 毫米，月 2 日 8:00 ，24 小时降雨量达 110.6 毫米，
这场大暴雨，致使关寨镇多处区域山洪这场大暴雨，致使关寨镇多处区域山洪
骤发，多处道路垮塌堵塞，农作物受毁骤发，多处道路垮塌堵塞，农作物受毁
严重。严重。

灾情发生后，六枝特区党委、政府灾情发生后，六枝特区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赴救灾高度重视，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赴救灾
一线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迅速组织应急、一线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迅速组织应急、
交通、消防、武警等队伍赶赴现场开展交通、消防、武警等队伍赶赴现场开展
抢险救灾。抢险救灾。

受灾现场，箐口街道上堆积了大量受灾现场，箐口街道上堆积了大量
的泥沙，沿街房屋随处可见有被泥沙冲的泥沙，沿街房屋随处可见有被泥沙冲
刷的痕迹，现场清淤、河道清理、交通刷的痕迹，现场清淤、河道清理、交通
保障、电力通讯保障等 8 个工作组正在保障、电力通讯保障等 8 个工作组正在
全面开展工作。全面开展工作。

为保证救灾工作有序推进，六枝特为保证救灾工作有序推进，六枝特
区用最快速度调配救援物资，设置紧急区用最快速度调配救援物资，设置紧急
安置点，力争把灾情损失降到最低。调安置点，力争把灾情损失降到最低。调
配挖掘机、铲车、渣土运输车、通信保配挖掘机、铲车、渣土运输车、通信保
障车、电力保障车等大型机械设备 50 余障车、电力保障车等大型机械设备 50 余
台、发放雨衣雨鞋 550 套、铁锹 100 把、台、发放雨衣雨鞋 550 套、铁锹 100 把、
手推车 30 个等救援物资参与现场抢险救手推车 30 个等救援物资参与现场抢险救
援，最大限度保障救援物资。全力组织援，最大限度保障救援物资。全力组织
消防、武警、民兵、关寨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武警、民兵、关寨镇全体干部职工、
当地群众等 700 余人（次）对道路干线、当地群众等 700 余人（次）对道路干线、
校园积淤、农户家庭、河道等场所进行校园积淤、农户家庭、河道等场所进行
清淤、冲洗、消杀，现场后勤保障、物清淤、冲洗、消杀，现场后勤保障、物
资登记管理、道路疏通和受灾群众心理资登记管理、道路疏通和受灾群众心理
疏导等各项救灾工作正有序进行。疏导等各项救灾工作正有序进行。

至 6 月 5 日中午，主干道及街面已至 6 月 5 日中午，主干道及街面已
全面疏通，抢险救灾工作已进入收尾阶全面疏通，抢险救灾工作已进入收尾阶
段。                                  段。                                  （令狐荣骏）（令狐荣骏）

暴雨使关寨镇多处受灾  

六枝特区众志成城 抢险救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