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开阳县中西

医结合医院肾内科联合该院

ICU，采取溶栓治疗术，成功抢救

一名急性心肌梗死并发严重休

克患者。

56岁的患者郭某是广东省

四会市东城区某单位工作人

员， 因公到开阳县出差并入住

某酒店。 7 月 5 日，郭某起床后

出现头昏、眼花、胸闷、面色苍

白、四肢厥冷等症状，于当天中

午 12 点左右被酒店工作人员

送到开阳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抢

救治疗。

接诊后， 开阳县中西医结

合医院立即开通绿色通道，肾

内科主任张军、 副主任张敏随

即与 ICU 主任杨毓云会诊，紧

急询问病史、 查体及完善心电

图、进行心肌酶检查，明确该患

者为急性下壁及右心室心肌梗

死并发心源性休克及严重心律

失常。 患者生命垂危，任何搬动

都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时间就

是生命， 该科室立即与患者家

属电话沟通， 经家属电话视频

录音及患者本人同意后， 立即

进行床旁冠脉溶栓治疗。 医务

人员排除相关手术禁忌证，做

好心肺复苏及电除颤相关准

备，很快顺利完成溶栓。 术后半

小时，患者症状好转，复查心电

图及心肌酶提示溶栓成功，各

项生命指标逐步稳定。 目前，患

者正在进一步恢复治疗中。

开阳县中西医结合医院肾内

科此次联合 ICU 成功抢救患者

郭某， 只是全院医务人员救治患

者、 做好医疗服务工作的一个缩

影。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情况每

天都会遇到，面对患者突发疾病，

他们肩负起治病救人、 抢救生命

的神圣职责， 争分夺秒、 永不放

弃， 在抢救病人的第一线与时间

赛跑，筑起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从病魔手中救回无数生命， 得到

患者及家属的肯定。

（杨坤）

开阳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功抢救一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区市县新闻

6

2018年 7月 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向昌桃 /�版式：张蓟

贵阳日报区县新闻事业部 电话:0851-85846128� � E-mail:qxxw2017@126.com

本报讯 7 月 10 日， 中共白

云区委九届五次全会暨高新区领

导干部大会在白云区会议中心召

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

三次全会、 市委十届四次全会精

神，审议通过《中共白云区委关于

强化担当在脱贫攻坚战发起总攻

夺取全胜中作表率走前列做贡献

的决定》《贵阳国家高新区党工委

贵阳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强化

责任担当抓实结对帮扶助推纳雍

县决胜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夺取全

胜的实施意见》。

根据《决定》《实施意见》，

高新区、白云区将突出时间节点，聚

焦“一个目标” ，到 2020年，确保实

现“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 ，建成

更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 率先开启

基本现代化新征程。

会议指出 ，高新区 、白云区

要以习近平扶贫思想为指导，迅

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

委关于脱贫攻坚战发起总攻夺

取全胜的决策部署上来，肩负起

脱贫攻坚政治责任，强化脱贫攻

坚应有的担当，把握脱贫攻坚带

来的宝贵发展机遇，深刻认识脱

贫攻坚战是两区的光荣使命，深

刻认识面临的挑战考验，坚决打

赢脱贫这场输不起的攻坚战。

会议要求，高新区、白云区要

围绕上述目标， 突出责任落实，统

筹“两大战场” 。在对内振兴战场，

要聚焦全面小康、 聚焦低收入户、

聚焦“高快深” 、聚焦富美乡村、聚

焦“八个振兴” ，实现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对外帮扶战

场，要聚焦 2020 年底脱贫、聚焦贫

困户、聚焦“短平快” 、聚焦精准退

出、聚焦长效发展，推动“两县一

镇” 造血式扶贫、源头性扶贫、持

续性脱贫。 要突出机遇意识，坚持

“三个注重” ，突出使命担当，打好

“四场硬仗” ，突出问题整改，抓好

“五个专项治理” ，突出重点，聚焦

关键，强化担当，在打好发起总攻

夺取全胜的关键战役中作表率走

前列做贡献。

会议强调，发起总攻、夺取全

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高新区、

白云区要加强党的领导， 进一步

增强 “四个意识” ， 在脱贫攻坚

“两大战场” 上找准定位，迅速进

入战斗岗位，发起总攻；要锤炼过

硬作风，苦干实干，只争朝夕；要

讲究方法、强化保障，用好“五步

工作法” ， 做到真学真会真用；要

强化调度、严格督查考核问责，为

脱贫攻坚战发起总攻夺取全胜提

供坚强保障。 （本报记者 梁婧）

白云区委九届五次全会暨高新区领导干部大会强调

作表率走前列做贡献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胜

本报讯 近日，云岩区以扶

贫资金使用、扶贫领域腐败和不

正之风为重点对象，纵深推进脱

贫攻坚存在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提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效。

针对帮扶资金使用情况，云

岩区重点督促加快对口帮扶项目

建设进度， 加快资金拨付和使用

进度， 督促和指导对口帮扶地建

立健全扶贫产业项目与贫困群众

的利益联结机制， 确保入股贫困

群众受益， 提高帮扶资金的使用

效益。同时，优化扶贫资金投入，结

合对口帮扶地实际，对帮扶资金分

配进行适当调整， 加大 “贫困人

口”因素的权重，使扶贫任务与所

获得资金比例相对平衡， 使资金

分配规模与对口帮扶地脱贫攻坚

工作相适应。 在此基础上，云岩区

将强化监督检查制度落实执行，建

立健全财政帮扶资金监督检查相

关制度，开展多形式监督检查，确

保帮扶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针对扶贫领域的腐败和不

正之风，云岩区扎实开展专项督

查，实现全覆盖、无禁区、零容

忍；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坚持快查快办、优先处置，对

于顶风作案、屡教不改的从严从

重处理； 对不担当不作为的干

部，给予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

报、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

纪律处分等问责处理。 同时，紧

盯领导干部这一 “关键少数” ，

对于对脱贫攻坚重视不够、没有

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的，发现一起、从重处理一起，通

过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目前，云岩区已成立脱贫攻

坚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两个专

项治理工作组，全面加强工作调

度，逐级抓好问题整改。

（本报记者 黄秋月）

云岩区专项治理脱贫攻坚存在问题

零容忍惩治扶贫领域腐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

遗失贵州省汽
车运输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瑞金中路货
运业务组在建行贵
阳延西支行的开户
许可证

，

核准号为
：

J7010002193401

，

特此声明作废
。

贵州省汽车运输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瑞金中路货运业务组

2018

年
7

月
11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

遗失贵州品酿
缘贸易有限公司在
中国银行贵阳市瑞
金北路支行的开户
许可证

，

核准号为
：

J7010010139401

，

特
此声明作废

。

贵州品酿缘贸易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1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

遗失贵州那
由他商贸有限公
司在工商银行贵
阳贵开路支行的
开户许可证

，

核准
号 为

：

J7010016920303

，

特此声明作废
。

贵州那由他商贸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1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

遗失贵州兴川
藏商贸有限公司在
贵阳银行铝城支行
的开户许可证

，

核
准 号 为

：

J7010012661201

，

特此声明作废
。

贵州兴川藏商贸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1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

遗失贵阳花溪
飞濠食杂店在贵州
花溪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石板
支行的开户许可证
原件

，

核准号为
：

J7010012205402

，

特此声明作废
。

贵阳花溪飞濠食杂店
2018

年
7

月
11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贵阳轩铭经贸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1

日

������

遗失贵阳轩铭
经贸有限公司在贵
阳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阳支行的开户
许可证

，

核准号为
J7010007808503

，

特此声明作废
。

�����

贵州崇信土地
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

，

注册号或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

520103000056810

，

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原件

，

特此声明
作废

。

遗失启事

贵州崇信土地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2

日

�������根据国务院第 411号令《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下单

位核准登记（备案）为事业单位法人，现予以公告。（2018登 8号）

南明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刘春

开办资金:5.99万元

住所:贵阳市南明区箭道街 52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金融工作的法

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发展和服务地方金融业的意

见和部署；协调我区金融有关工作，防范和化解风险，联系和支持金

融业拓展业务， 协调金融机构为我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事业提供

金融服务和支持。（二）研究策划、运作我区重大项目、重大事项的融

资。（三）加强对金融业的服务，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协调并配合做好

金融机构的风险监测和提示工作。 （四）研究指导、帮助辖区企业的

融资，配合有关部门查处和打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研究

规范民间融资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五）负

责开展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申报初审工作。（六）承办

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证书号:12520102MB1706806D

贵阳市南明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公告

本报讯 记者 7 月 10 日从

息烽县获悉， 该县 2018 年易地

扶贫搬迁工程永靖安置点项目

已完成投资 1.2 亿元，建成安置

房 154 套， 工程总体进度近半，

预计今年 12 月底完工。

安置点位于永靖镇后坝村

大田坎组，紧邻环团圆山城市干

道，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项目总

投资 2.87 亿元 ， 总建筑面积

6.3 余万平方米，拟安置 368 户

1519 人， 安置房按照每人 20 平

方米的套内建筑面积标准设计，

主要建设 17 栋安置房和 1 所幼

儿园，同时配套卫生室、警务室、

便民超市、休息亭台、公交车站

等功能区。 自去年 12 月开工建

设以来，项目已完成场平和地勘

工作， 开挖土石方 70 余万立方

米，建成安置房 154 套。

搬得出， 还要能发展、 可致

富。为此，息烽县出台易地扶贫搬

迁劳动力就业创业帮扶工作方

案，通过企业就业稳定一批、外出

务工解决一批、 部门包保安置一

批、产业项目扶持一批、公益性岗

位兜底一批的“五个一批” 工程，

确保政策援助全覆盖， 使搬迁户

中有劳动力的家庭在搬迁后 30

天内至少实现一人就业， 有创业

愿望且具备基本创业条件的劳动

力实现创业。

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息

烽县坚持“精准” 二字，确保搬

迁户享受到政策福利。各乡镇多

次对辖区搬迁户进行再摸底、再

排查、再核实，特别是对劳动力

文化程度、技能水平、收入水平、

创业意愿、培训需求等进行全方

位摸查，并建立台账。 根据搬迁

户的劳动力特点，息烽县整合人

社、农业、文旅、住建、工信等部

门的培训资源，对有就业愿望的

劳动力开展中式烹调、 家政服

务、园林绿化、餐厅服务、电子商

务等工种的技能培训，针对有创

业意愿的搬迁群众，免费提供创

业项目指导、企业经营管理等培

训，提升其创新创业的能力。

（何胜华 本报记者 黄菊）

本报讯 近日，修文县人民

法院收到被执行人线索后，执行

法官一行前往寻获一名 “老

赖” ，使其当场履行法律义务，并

对其给予罚款 3000 元的处罚。

据悉，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

执行人李某民间借贷纠纷案受

理后，修文县人民法院第一时间

向李某发出报告财产令。 沟通

中，李某称其在外地务工，表示

随后会到法院处理。 之后，执行

法官多次与其电话联系，李某均

不接电话也不回短信。为寻找其

下落，执行法官一行多次到李某

家中做其亲属的思想工作，但其

亲属拒不告知李某的下落，一直

逃避履行法律确定的义务，拒不

申报财产。

2018年 6 月底的一天，执行

法官接到王某提供的李某可能

已回家的线索， 随即与法警来

到李某家中， 将还在睡梦中的

李某逮个正着。 法官向李某宣

布， 因不履行判决义务和拒不

申报财产， 将对其做出十五日

的司法拘留决定。见法院要“动

真格” ，李某慌了神，称自己要

上班， 请求法院不要对其司法

拘留， 表示已认识到拒不履行

法律义务的错误行为， 愿意立

即履行还款义务。

几小时后，李某家属赶到法

院代李某向申请执行人王某当

场支付借款 30320 元。 同时，因

李某在收到报告财产令后拒不

向法院申报财产状况，法院依法

对其罚款 3000 元，李某表示接受

并缴纳罚款。（本报记者 刘辉）

息烽县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设

永靖安置点项目总体进度近半

修文县人民法院———

法官上门“动真格”

促“老赖” 履行义务

本报讯 记者 7 月 11 日从

相关媒体通气会上获悉，修文县

首届乡村旅游发展大会将于 7

月 20 日在桃源八寨开幕。

修文县首届乡村旅游发展

大会由六屯镇承办，以“乡约修

文 心宿桃源” 为主题。前期活动

于 7 月 15 日开始， 修文县将举

办“行知修文·心净桃源” 马拉

松赛， 邀请海内外高校师生 60

余人前来桃源八寨参观体验，帮

助修文县研发文创产品，并举办

文创旅游商品设计和成果展示

等活动。 主题活动于 20 日开始，

主要有民宿观摩、 旅游推介、桃

源河漂流大赛及体验等活动。

此次大会的民宿观摩点位

于修文农业嘉年华和六屯镇大

木村。 目前，修文农业嘉年华完

善提升工程、大木金叶旅游度假

区建设项目已完成总进度的

95%。其中，农业嘉年华工程中包

含的田间书院、 专家公寓装修、

民宿建设等主体结构已完工。

修文县将把乡村旅游发展大

会打造成为省内外旅游投资商了

解修文旅游发展商机、 发现修文

旅游发展亮点、 投资开发修文旅

游的重要窗口， 加快全县优势资

源有效整合， 推动旅游业不断取

得新突破。以举办大会为契机，修

文县将制定出台一系列具有指导

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促进全县旅游业发展中的一些关

键问题和突出矛盾得到有效解

决， 促使举办地乡村旅游业和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年来，修文县围绕“旅游活

县” 战略定位，坚持以生态文明建

设为总揽， 认真贯彻全域旅游新

部署， 探索新思路， 着力打造了

“中国·修文———从心开始的地

方” 新品牌。

（本报记者 杨婷）

修文县首届乡村旅游发展大会 7 月 20 日开幕

学校放假 社区开学

7 月 11 日，南明区太慈社区启动“学校放假·社区开学” 活动，丰富辖区学生的假期生活，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当天的活动邀请助

人为乐贵州好人黄永维讲述自己义务清扫南明河畔道路 20 余载的事迹，引导学生们从身边小事做起，积极弘扬雷锋精神。

本报记者 郭然 摄

观山湖区国税局兑现优惠政策

6.6 万户次小微企业

上半年享减免税优惠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观山湖

区国税局获悉，今年上半年，该局

共落 实 各 项 增 值 税 税 收 优 惠

8870.43 万元，为辖区小微企业减

免增值税及所得税 7826.44 万

元，减免总户次约 6.6 万户次。

观山湖区国税局把落实税收

优惠政策作为参与地方经济建设

的一项重要工作，积极促进税收优

惠政策兑现。该局定期组织相关业

务部门，及时梳理可享受减免税的

纳税人名单； 通过微信公众号、纳

税服务 QQ 群、 办税大厅公告栏，

广泛开展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宣传；

组织税务干部深入企业，面对面沟

通交流，采取上门辅导、发放宣传

手册等方式，帮助纳税人学习税收

优惠政策，提升贯彻应用政策的能

力；进一步简化流程，安排政策法

规科专职负责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的解释及后续工作，提高把握政策

的准确性， 积极采取随机抽取、实

地核查方式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

情况进行后续检查，确保税收优惠

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针对小微企业涉及面广、办

税户数多的特点， 该局通过导税

服务、延时服务、提醒服务、咨询

服务等措施全面强化纳税服务，

提高办税效率。 同时，由专人负责

对小微企业申报情况进行实时监

控， 发现应享受未享受税收优惠

政策的、 减免税优惠比例计算错

误的，及时进行电话、短信提醒，

对于新办企业、 办税水平较低的

重点企业进行上门辅导， 确保每

户符合条件的企业都能足额享受

优惠。 （本报记者 蔡婕）

花溪区启动 2018年

草地资源清查工作

本报讯 近日， 花溪区在高

坡乡启动 2018 年草地资源清查及

草原监测工作。

草地资源清查是在国土等

部门历史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以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等

信息化手段为主， 结合地面调

查、 入户访问等手段， 客观、规

范 、快速、全面地了解掌握草地

资源状况、生态状况和利用状况

等方面的资料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 此次草地资源清查将对 26

个调查样地共 234 个样方及 10

个调查户进行调查，草原监测任

务涵盖 6 个调查样地、54 个样方

及 10 个调查户。

（本报记者 詹燕）

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