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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博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

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近

日，国家统计局挂职岢岚县县委常委、

副县长严华邀请中国外文局驻左权县

挂职副县长刘元瑞一行，与山西农业大

学崔保维教授共赴岢岚县，了解产业转

型、乡村振兴、生态建设等情况，并就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立足特色资源，坚持

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

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通产加销，

融合农文旅，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等

主题开展调研交流。

发挥传统优势，发展特色农
牧业

岢岚县拥有两大国家认证的特色

农业项目。其中得到国家品种认证的

岢岚绒山羊极大程度地打响了“岢岚

羊”的知名度。岢岚县地处吕梁山区，

有丰富的宜牧草坡资源和长久的养羊

传统，在国家统计局的帮扶下，在岢岚

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养羊产业成为

岢岚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支柱产

业。在京岚数字科技岢岚有限公司，

中国外文局和国家统计局挂职干部就

岢岚绒山羊育种产业如何强化招商引

资、完善产业配套、构建循环产业链等

进行了深入交流。

另一国家认证项目岢岚红芸豆则

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享有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其豆质特殊，籽粒大

且饱满，色泽鲜艳，蒸煮有清香，口感

脆嫩有弹性，因此深受消费者青睐。

在绿祥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国家统

计局和中国外文局挂职干部参观了红

芸豆饮品生产车间，就下一步产业扶

持和创新营销手段、推进招商引资、打

响特色品牌以及延伸农民增收链等展

开研讨。

坚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
植产业

孟家坡村是国家统计局在岢岚县

的定点帮扶村，中国外文局挂职干部一

行来到孟家坡村种植基地，了解气候条

件、田间管理、种植收益和产业发展等

情况。因孟家坡村海拔高，夏季最高温

不超过 32 摄氏度，十分适合种植反季

节蔬菜，近年来，在国家统计局帮扶工

作队的大力支持下，孟家坡村反季节小

叶菠菜种植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国

家统计局拨付资金建设的百亩孟家坡

村小叶菠菜种植示范园区今年迎来了

丰产，来自深圳、香港的订单络绎不绝，

预计该项目产值可达 264万元，年纯利

润可达 66 万，真正地把“小菠菜”变成

了“大产业”。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

岚宇农业食用菌有限公司，国家统计

局和中国外文局挂职干部一行考察了

该公司最新设计研发的食用菌菌包制

造设备。根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该套

设备的菌包生产效率比普通设备提高

了近 50 倍，同时还能让菌种更加彻底

地利用菌包内的营养成分进行生长。

同行的山西农业大学崔保维教授对该

套生产设备的创新工艺给予了极高的

评价，认为其技术创新将为企业在食

用菌产业“赛道竞速”中提供巨大的竞

争优势。

衔接扶贫搬迁，发展特色旅
游业

宋家沟村始建于北宋年间，已有千

年历史。这里气候凉爽宜人，青山绿水

环绕，民风淳朴，于 2017年被岢岚县确

定为全县 8 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之一。 2017 年 6 月 21 日，习近平

总书记曾亲临宋家沟村，对当地的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进行视察。近年来，宋家

沟村扎实做好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后半篇文章”，稳步发展特色

文旅产业。

中国外文局和国家统计局挂职干

部一行参观了宋家沟村的广场、村居、

特色民宿、村史馆等场地，同当地干部

交流，号召群众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撸

起袖子加油干，继续向“让好日子芝麻

开花节节高”的目标不断奋进。

借助线上销售，发展特色电
商产业

近年来，电商产业不断加速赋能

农业产业化、数字化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山西二小子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作为岢岚首家电子商务公司，注

重开发山西特色产品，通过电商平

台拓宽产品销路，整合了全省扶贫

企业 345 家、1135 款扶贫产品，以此

为山西土特产提供精准、高效、优质

的一站式销售服务。国家统计局和

中国外文局挂职干部详细了解了公

司营销体系、直播带货、线上销售、

集采供应、网货储备等情况，现场就

当前电商平台后续发展提出意见和

建议。

调 研 结 束 后 ，中 国 外 文 局 和 国

家统计局挂职干部在岢岚县召开了

交流座谈会，双方就如何在左权和

岢岚两县全面加强交流合作，全方

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抢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

做好后续帮扶工作，加大产业扶持

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进行了

深入的沟通交流。

此次中央机关驻晋干部通过资

源共享、业务交流的形式开展乡村振

兴调研工作对于统筹区域经济协同

发展、促进产业规模化运行具有重要

作用。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交流合

作，充分发挥挂职干部的资源优势和

示范带动作用，推进中央机关更好助

力山西乡村振兴事业发展，努力促进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中央驻晋挂职干部开展乡村振兴资源共享调研交流纪实

■ 兰小姣

进入统计调查队系统工作已是第

10个年头。10年时光，一路走过，让

我慢慢认识统计、了解统计，也更加深

爱统计。10年来，我和同事们一起走

村串巷去访户，往来田间地头去测产，

日月穿行，风雨兼程。岁月流逝、时代

变迁，但真实可靠的数据是统计调查人

的不变追求，为国统计、为民调查，是我

们不变的坚守。

坚定信念，扬帆起航。在还未加

入统计调查队伍大家庭之前，我曾就

职于乡镇党政办和县政府办，当时不

了解统计工作的人很多认为统计就是

枯燥的数据、简单的计算。然而，这么

多年走过来，我深知并非如此。“纸上

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问卷

调查被拒之门外、企业报表反复核实

追问、实割实测的日晒雨淋，都让我更

加明白，真实的数据来之不易。还记

得2012年的夏天，我和同事小梅一同

去城区较为偏远的一个社区开展调

查，按照要求，我们需要在傍晚6点之

后去住户家里做现场调查。路上坑坑

洼洼，很快夜幕降临，样本量还差几

户。周围一片寂静，只有远处隐约传

来狗叫声，对于两个胆小的女孩子来

说，真是一种煎熬。但是完成调查任

务是我们的责任，在互相的鼓励下，我

们最终顺利完成了调查任务。多年过

去，我依然感谢一起并肩作战的同事，

始终铭记那份实干调查、真实统计的

坚守。

履职尽责，勤勉作为。作为新时

代的统计调查人，我们要勇担责任，确

保数据质量，坚守国家调查队职责，树

立良好形象。2019 年，根据组织安

排，我转换了工作岗位，从事企业调查

工作。还记得去年7月份开展新设立

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二季度跟踪调

查，在开展现场调查前，我通过电话联

系了一家从事少儿乐器声乐培训的文

化传媒公司的负责人。第一次她在听

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就挂掉了电话，

第二次拨打她就开始不耐烦，感受到

她对统计工作的不了解和抵触情绪。

在经过多次的电话和当面沟通后，消

除了误解和顾虑，才顺利完成调查。

这件事使我明白，只有与企业加强沟

通，提升配合度，才能进一步确保统计

数据的真实可靠。

在前行的道路上，统计调查人就

像是数海中一朵朵小浪花，为了真实

的数据不停歇地奔涌向前。在我们身

边，有许多统计调查人，他们冒着严寒

酷暑，走街串巷，调查物价，只为保障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真实可靠；有许

多统计调查人，朝与问卷为友，暮与报

表为伴，严谨细致核实每一笔收支账，

只为如实反映居民生活收支水平；有

许多统计调查人，翻山越岭，早出晚

归，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确保调查不漏

一户，只为追求数据真实准确。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统计调查人

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畏艰难、开

拓进取的精神，在数海中披荆斩浪、勇

往直前，以崭新的姿态和昂扬的斗志投

入到工作中，在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

地、积极作为、不负韶华、砥砺前行，为

统计调查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来宾调查队）

做数海中一朵奔涌的浪花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到广东省统计局开展专题调

研，双方围绕加强部门统计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商讨消防救援数据报

送方式。

在交流中，广东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遂文表示，部门统

计是政府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统计数据在《广东社会统计年

鉴》《广东统计年鉴》都有体现，社会关注度高。省消防救援总队主动

到广东局交流统计工作，足见对统计工作的关心和对相关数据的重

视。广东局有关处室将加强与消防救援总队的沟通协调，积极主动

做好服务，严格按照国家统计方法制度和全国消防系统《统计工作清

查方案》要求，依法依规采集消防统计数据，做好统计资料编印出版

工作。

会上，消防救援总队副总队长杨焕龙介绍了消防救援统计工作

基本情况，希望广东局在消防统计工作方面予以指导。他说，省消防

救援总队高度重视统计工作，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应急管理部关于统计清查工作方案

要求，力求摸清广东消防业务数据的底数实情。希望广东局对消防

救援统计工作予以支持和指导，进一步夯实消防统计数据质量，更好

服务广东“十四五”开局起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座谈结束后，杨焕龙一行还到广东局党建与业务创新台账室

参观，希望双方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学习交流，共同提升党建工

作水平。 田明

广东局与省消防救援总队
座谈交流部门统计工作

本报讯 为贯彻国家统计局关于加强统计执法证管理工作的要

求，落实《统计执法证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国家调查队系统统计执

法证管理工作，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国

家统计局安徽调查队系统统计执法证管理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并于近日印发施行。

《规则》分四章共十八条，规定了统计执法证的取得和审核，并

对统计执法证的管理和使用作出了进一步规定。一是规定了管理

范围，《规则》适用于安徽调查队系统统计执法证的申请、审核和管

理。二是细化了管理要求，强调了取得统计执法证人员应当符合

的条件和具备的资格、不予颁发统计执法证的人员情形、申请应当

提交的材料、审核的程序等。三是增加了管理细则，要求各队统一

保管本队执法人员的统计执法证，并安排专人负责，如有遗失、被

盗或者损毁的，持证人员所在单位应当及时报告总队；要求各队设

置统计执法证使用台账，记录领取人、持证人、领取时间、使用事由

以及归还时间等，并规定原则上只能由本人领取。四是确定了遵

照依据，指出《规则》未尽事宜，应遵照《统计执法证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执行。

下一步，安徽总队将确保全系统落实执行《规则》规定，要求各队

安排专人统一保管，加强对统计执法人员的管理和统计执法证的使

用，并将管理和使用情况作为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和统计法治工作考

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为统计调查数据质量保驾护航。 许洁

安徽总队制发管理规则
规范统计执法证管理

北京发布“十四五”氢能产业实施方案
本报讯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近日发布的《北京市氢能产业发

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2025年前，京津冀区域累计实现

氢能产业链产业规模 1000亿元以上，减少碳排放 200万吨。

方案明确，2023年前，培育 5-8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能产业链

龙头企业，京津冀区域累计实现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 500亿元，减少

碳排放 100万吨。2025年前，产业体系、配套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培

育 10-15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链龙头企业，建成 3-4家国际一

流的产业研发创新平台。

山西治理物业收费“糊涂账”
本报讯 山西省住建厅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加大物业服务收费公

开力度，对不按规定公示的物业企业，将查处曝光其违法违规行为。

山西省住建厅要求加大收费信息公开力度，各地住建部门要监

督物业服务企业在住宅项目内显著位置，采取公示栏、收费清单、电

子滚动屏等方式，公布物业服务、停车及其他有偿服务的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收费方式和投诉电话等信息。

山西各地相关部门将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管理，畅通群

众投诉渠道，依法查处未按规定公示收费信息、超出合同约定或公示

收费项目标准收取费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山西省住建厅要求发挥物业行业协会作用，通过发出倡议、组织

企业签订承诺书等多种方式，规范物业服务企业收费信息公示行为，

引导企业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

白鹤滩水电站转轮加工制造全部完成
本报讯 据三峡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部消息，白鹤滩水电站 8号

机组转轮顺利通过静平衡验收。这意味着白鹤滩水电站 16台机组

转轮加工制造全部完成。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云南省巧家县和四川省宁南县交界处金沙江

干流河段，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总

装机容量 1600万千瓦，安装有 16台我国自主研制、世界单机容量最

大的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据了解，转轮是水轮发电机组的“心脏”，直接关系到机组稳定性和

能量转化效率。静平衡试验是转轮加工制造的最后一个程序。目前，

白鹤滩水电站16台转轮静平衡试验结果均达到三峡集团精品机组制造

标准。“已经投产的4台机组，正在安全、稳定、高效运行，转轮最高转换

效率为96.7%。”三峡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部机电安装项目部副主任宋

刚云介绍，转轮加工制造完成，为后续机组安装调试提供了保障。

“新时代统计调查人”征文

日前，国内首艘纯电

动拖轮——“云港电拖一

号”在江苏连云港港投入

运行。该拖轮采用磷酸铁

锂电池组作为动力源，能

够达到 4000 马力常规拖

轮使用效果，可完全替代

传统大功率燃油拖轮，实

现大气污染物零排放，填

补了国内大功率绿色低碳

港口作业拖轮的空白。据

测算，该电动拖轮每年可

以节约燃油消耗 300吨左

右，每年将可减排约 900

吨碳氧化物，相当于 400

多辆小汽车的减排量，对

进一步推进绿色港口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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