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民之本，唯在得才”。
今年以来，五寨县委县政府借省校合

作东风，立足本县、面向山西、放眼全国，
广搭招贤台，引得金凤来，在五寨上演了
省校合作新剧目，为推动全县高质量高标
准转型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政府买单，张榜招贤，吸纳各类
英才共谋五寨发展

长期以来，五寨受限于自然资源贫乏
的先天劣势，受制于传统农业大县的后天
难补，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举步维艰。“破
坚冰”“找出路”成为五寨的“必答题”。

深化省校合作开展以来，在县财政并
不富裕的情况下，五寨县委县政府咬紧牙
关，勒紧裤腰带，出台引进人才 21 条“新
政”，免费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食宿、
按期发放补贴，并在项目扶持、子女上学、
配偶就业等方面开通绿色通道，掏出真金
白银为各类创业人才提供便利。

县委副书记高新军不辞辛苦，多次奔
赴北京，带上“求贤令”、怀揣“感情牌”，推
动北京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
国情教育基地成功落地。

五寨县各部门选拔精兵强将当好“店
小二”，做好“服务员”。先后承接扬州大
学、长安大学等高校共 40 多名大学生实
习实训任务，精准安排实习岗位，人性化
提供实训宿舍、食堂及办公场所，用情用
心用力吸引大学生来五寨共谋发展。

县 中 医 院 举 全 院 之 力 ，筑 好“ 引 凤
巢”，发出“招贤帖”，与中国中医科学院
共同新建了中医药专家人才工作站，先
后引进专家博士 20 名，接诊服务群众 1

万人次以上，现代化远程会诊系统在五
寨大放异彩，一大批疑难杂症得到有效
治疗，让五寨父老乡亲在“小县城”享受

“大都市”的医疗服务，实现了寻医问诊
不出县。

五寨县亿牧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多
次走进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挖来了
李少杰博士这个“金疙瘩”，出任公司第一
任首席专家，围绕“微生物菌种筛选、发酵
工艺研究和微生物的产品研发”等课题深
入开展战略合作，建立起玉米秸秆黄储发
酵的生产技术体系和养殖饲料加工流程
体系，牛羊肉品质提升了，群众腰包更鼓
了，老百姓的干劲更足了，五寨翻开了科
技养殖的全新篇章。

在爱才、惜才、用才政策的感召下，广
大优秀人才开始走进五寨、了解五寨、用
心扶持五寨，正为五寨发展用心用力、出
谋划策、竭智尽力。

县校携手，引技进门，扶持特色
产业落地见效

五寨县土地肥沃，地势平坦，全县耕
地面积高达 74.5 万亩，拥有独特的种植优
势，享有“晋西北乌克兰”之佳称、三晋“米
粮川”的美誉。多年来，种植结构只靠单
腿支撑的五寨在农业发展上走得“一瘸一
拐”。如何打破僵局，再创新路，让农业转
型发展，是摆在五寨面前的一大现实难
题。在无数次的讨论、争执、探索和追寻
中，“依靠科技支撑、走多条腿发展的新
路”成为全县上下的共识。

深化省校合作开展以来，五寨县广开
招贤之路、遍访天下英才，在破局之际下

好招才引智“先手棋”，为特色农业插上
“科技之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小麦、玉米、经
济作物研究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与五
寨引技方向十分契合。通过接触洽谈，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分别与五寨县正
道良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五粟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共同打造“千亩
彩色小麦示范基地”项目，在全程技术指
导下，所培育种植的秦紫 1 号、黑麦 76 号、
太紫 6336 号三个优良品种各项技术指标、
亩产指标、抗旱指标及防病虫指标均达到
预期效果。

中国农业大学与晋粒康燕麦开发有
限公司就燕麦栽培种植规范化管理模式
达成合作协议，为大面积推广种植提供了
坚实的技术支持，甜糯玉米、水果玉米试
种面积实现了逐年翻番。

在省校合作的强力推动下，千亩示范
园已引领带动出万亩大产业，特色种植业
重塑传统种植业的格局正加快形成，五寨
农业发展已迈入“快车道”。

强强合作，优势叠加，推动传统
产业提质增效

中药材、马铃薯等作物素来是五寨的
优势产业。但近年来农业技术发展一日
千里，传统粗放的种植方式所带来的品种
单一、单产较低、加工转化率不高等问题，
日渐成为制约五寨种植产业持续科学发
展的瓶颈。

为打破“紧箍咒”，五寨县引进的“智
囊团”深入田间地头选拔“田秀才”、培养

“农状元”。

山西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以点
带面、从线到片对县域最大的中药材种植
基地道地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人
员进行培训，并通过共建黄芪等中药材科
技成果转化基地，开展中药材规范化种植
SOP 技术规程的制定、规范化种植技术指
导、优质种子培育、种苗标准以及药材质
量标准制定、中药材应用开发等项目，强
力推动全县中药材产业的规范化、科学化
发展。

蓝顿旭美食品有限公司作为土豆产
业的“领头雁”，通过采取政府+公司自
筹、测土配方+水肥一体科学种植及高效
集约化作业的模式，同步配套农机技术推
广、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村致富带头人
引路、乡土人才和驻村帮扶干部帮扶等服
务体系，精心打造 3 万亩现代加工型马铃
薯 示 范 基 地 ，预 计 亩 产 4 吨 ，亩 均 收 入
5600 元，纯收入高达 3000 元，直接带动 2
个 乡 镇 12 个 村 、1683 户 5049 人 稳 定 增
收。老百姓口中的“山药蛋”正逐步变成
农 民 增 收 致 富、实 现 乡 村 振 兴 的“金 蛋
蛋”。

如今的五寨，道地中药材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一大批种植、加工中药材知名企业
正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昔日不成气候
的“小土豆”也逐渐演变为“大产业”。

五寨将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以大手
笔的“人才新政”，向全国高校和优秀人才
抛出“橄榄枝”，促成人才与机遇的“拥
抱”、科研与产业的“联姻”，推动省校合作
由浅入深，推动“新”“老”产业阔步前行，
推动人才强县、科技兴县行稳致远，推动
农业大县再启航程。 （本报通讯员）

——深化省校合作巡礼·五寨篇

广搭招贤台 引得金凤来

本报讯 几年来，神池县职业
技能培训基地秉承“基地化承载、品
牌化带动、台账化管理、常态化培
训”的科学理念，为全县脱贫致富奔
小康发挥了积极作用。

基地化承载。神池县职业技能
培训基地位于神池县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区，2014 年开工建设，占地 35
亩，建筑面积8900多平方米，总投资
2700万元，2016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是全市规模最大、设施齐全的实训
基地。通过持续完善，由当初开设
的农机和冷榨胡油两个专业发展到
电焊、农机、汽修、冷榨胡油、农产品
保鲜、制冷等22个专业，不断完善培
训服务功能，实现了培训基地化。
今年以来，基地有效实施“人人持
证，技能社会”培训，集中开班51个，
培训2283人。

品牌化带动。立足全县产业特
色，注重培训实效，优化专业结构，
精心打造地域品牌，在过去已形成
的“神池饼匠”“神池辅警”“神池保
姆”等品牌的基础上，结合全县百万
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县和特色农牧
产品，打造风电运维管理工、光电运
维管理工、神池肉羊屠宰分割工、神
池芥菜腌制工等特色品牌，实现了
培训品牌化。截至目前，培训就业
风电运维工 103 人、光电运维工 137

人，走出一条政府主导、企业参与、
专业服务、品牌带动的新路子，培训
人员年人均增收6000元。

台账化管理。为了做实做细培
训工作，建立了“一班一册、一人一
档”精细化管理台账。做到训前有
规划、训中见实效、训后有跟踪。形
成了“培训、持证、就业、增收”管理
模式。不断完善技能培训体系、政
策支撑体系，提升培训管理质量，确
保各项培训制度落实到位、学员合
格率和取证率顺利达标。

常态化培训。及时摸排群众培
训需求、随时登记、实时开班。采取
集中与分散、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培训模式；培训主体不分脱贫劳动
力和非贫困劳动力，16 周岁以上身
体健康人员均可培训；技能等级常
态化提升。做到了天天学技能、月
月开设班、常年有培训，实现了应培
尽培的目标。

下一步，该基地将继续把“人人
持证，技能社会”提质增效工程作
为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助推乡村振
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加
大培训力度，拓宽培训渠道，丰富
培训内容，为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挥更
大作用。

（本报记者 冯晓磊）

神池县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全力推动农民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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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要建立

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绿水
青山产生巨大效益。加强绿色国际合作，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心系民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
除贫困等多面共赢，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则。设立新的
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顾雄心和务实平衡，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更加公平合理。

习近平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将
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
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方呼
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习近平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
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
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
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
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国将持续
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
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习近平最后强调，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
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于 10
月12日在昆明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法
国总统马克龙、哥斯达黎加总统阿尔瓦拉多、吉尔吉斯斯坦总
统扎帕罗夫、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英国王储查尔斯等
以视频方式出席。

尊敬的各位同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同大家以视频方式相聚昆明，共同出

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我
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
义，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
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
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昆明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为主题，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为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
确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当人类友好保护自

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
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我们要深怀对自
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
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
潜力和后劲。我们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
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
同共进的地球家园。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发展蒙上阴影，推进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更大挑战。面
对恢复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发展中国家
更需要帮助和支持。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克时
艰，让发展成果、良好生态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
人民，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
代。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我们要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第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

然关系。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
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
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第二，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
展。我们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把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效益。我
们要加强绿色国际合作，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我们要心系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保
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等多面共
赢，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
际治理体系。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有效
遵守和实施国际规则，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
设立新的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顾雄心和务实平

衡，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
各位同事！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前段

时间，云南大象的北上及返回之旅，让我们看到
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中国将持续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在此，我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
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
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
基金出资。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
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
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
系。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
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

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同时，本着统筹就地保
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
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
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
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
策体系。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
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
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第一期装
机容量约1亿千瓦的项目已于近期有序开工。

各位同事！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
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
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共 同 构 建 地 球 生 命 共 同 体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2021年10月12日）

本报讯（记者杨峰雷） 干净的街道、整洁的商铺、整齐的
车位、有序的交通，内容丰富的“创卫”展板随处可见……自创
建国家卫生县城开展以来，偏关县坚持以人为本，以“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为抓手，突出治“脏”、治“乱”、治“渣”、治“污”、治

“堵”，积极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持续推动县城环境
整治，使得县城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满意度和幸福
感也在不断提升。

深入治“脏”，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偏关县坚持每周开展一
次“千名干部进社区”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全面推进县城主次街
道清扫保洁市场化管理，明确了乡镇、社区、网格、小区（村）和
责任单位五级监管责任人，对所包环境卫生责任区进行日常监
督管理，网格责任单位一包到底，加强清扫保洁，着力推进环境
卫生提质增效。扩大清扫保洁人员队伍，完善各项环卫设施，
推行分等级精细化管理，提升县城环卫保洁水平。与此同时，
还新建公共卫生间38座，搬迁畜禽养殖场66家，县城环境卫生
状况明显改善。

重点治“乱”，市容秩序规范有序。偏关县实施了市容市貌
综合整治，对11条主街道实施排水改造，对13条小街巷进行维
修维护，对县城的桥梁、广场、牌楼、公园进行修缮改造，对主要
街道两侧的残垣裸坡进行集中整治；开展了违建拆除专项行动
和市容环境卫生整治，重点整治乱搭乱建、乱摆乱占、乱停乱
放、乱扔乱倒、乱贴乱画等行为，拆除违法建筑69处，新建改造
停车场 5处，增加停车位 600个，为机关单位、居民小区施划车
位1353个，清理清除了门店橱窗广告和违规广告牌，规范了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行为，改造维修滨河东西农贸市场、新建
文笔大街农贸市场，让偏关县城在细节中体现美丽。

合力治“渣”，工地乱象有效控制。偏关县组织住建、交警、
城管等部门，坚持定人巡查和源头管理，严格按照《建筑施工现
场环境与卫生标准》要求，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实施围挡作业，
增添车辆冲洗设备，避免建筑物料和施工泥土影响道路畅通和
环境卫生，同时严查运输车辆车轮带泥行驶和泄漏抛撒行为，
有效减少了对城市道路的污染。

全力治“污”，城市环境更加优美。紧紧围绕“创卫”环保指
标，偏关县积极开展环保专项行动，推动治污降霾、水体保护、
节能减排等工作，确保空气、声、水环境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
准，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达到100%，县城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率达到90%以上。

着力治“堵”，城市道路通达顺畅。偏关县采取道路巡查、
设卡检查、定点固守“三位一体”执法手段，加大对违规停车、非
机动车占用人行道等行为的整治力度，实施重点交通管控，持
续规范县城交通秩序。目前，偏关县城交通秩序大为好转，大
街小巷更加通畅。

偏关县强化环境整治推动创卫工作
治“脏”治“乱”治“渣”治“污”治“堵”

近年来，原平市同川镇党委、
政府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作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解决
干旱枯水期、用水高峰期农村饮
水安全问题。图为国庆期间，王
南尧村的老农在院子里用新打的
深井水清洗水果。

王金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