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 月 6 日， 经贵州

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贵阳临

空经济示范区发展规划（2018—

2030 年）》（以下简称 《规划》）

公布。 《规划》明确，到 2030 年，

将把贵阳临空经济示范区（以下

简称示范区）建成多彩贵州风景

眼、贵州开放创新发展示范区。

示范区位于贵阳市东侧，以

龙洞堡国际机场为中心， 东起贵

州省黔南州龙里县谷脚镇中铁大

道，西至贵阳市南岳山脉，南起贵

阳市南明区小碧乡， 北至贵阳市

南明区永乐乡， 管理面积 148 平

方公里， 将成为贵州对外联通的

桥头堡和对外开放合作的战略平

台。

《规划》总体目标为，按照整

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力争经

过十多年的努力， 将示范区建成

以公平共享为目标的创新型中心

城市、 以生态为特色的世界旅游

名城，建成多彩贵州风景眼、贵州

开放创新发展示范区。

具体来看，到 2020 年，示范

区客货运能力大幅提升， 贵阳龙

洞堡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225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到 17

万吨， 起降航班 18.3 万架次；机

场航线网络不断拓展， 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更加完善， 建成一体化

综合交通枢纽；“绿廊成网” 的宜

居生态人文体系基本构建， 清洁

能源使用率达到 30%， 单位地区

生 产总 值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与

2015 年相比下降 20% ； 空港产

业、 临空产业、 关联产业明显集

聚，临空经济基本成型，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500 亿元。 到 2030 年，

建成设施完善、功能强大、生态宜

居的临空经济示范区和西部地区

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贵阳龙洞

堡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38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到 33

万吨， 建成融入全球的区域航空

枢纽， 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

代临空产业体系， 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1600 亿元，在全省率先基本

实现现代化。

根据《规划》，示范区将建成

绿色空港城、智慧空港城、宜居空

港城、幸福文明和谐空港城。

在打造绿色空港城方面，到

2030 年， 城市人均绿地面积达到

13.4 平方米，城市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 12 平方米；实现污水收

集率、 集中处理率和工业污水达

标排放率 100%；空气质量达到和

好于二级标准的天数超过 330

天，工业废气处理率 100%；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95%，

实现城镇生活垃圾和医院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 100%。

在打造智慧空港城方面，到

2020 年， 智能设施服务覆盖率达

到 20%，2030 年达到 60%； 单位

GDP 的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下

降 25%，2030 年下降 55%；确保清

洁能源使用率达到 30%，2030 年

达到 60%。

在打造宜居空港城方面，全

面推进“信息高速公路” 建设，加

快部署 WIFI 无线站点，构建“无

线城市” ，形成覆盖广泛、高速便

捷的信息化基础网络。 公共建筑

和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一律建设

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在打造幸福文明和谐空港城

方面， 在教育上， 普惠性幼儿园

2020 年覆盖率达到 80%左右，学

前三年毛入园率 2020 年、2030 年

分别提高到 90%、95%左右； 九年

义务教育巩固率 2020 年达到

9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2020

年、2030 年分别达到 90%、95%以

上。 在医疗、养老保险上，实现人

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率 2020 年、2030 年分

别达到 90%、95%左右。

（本报记者 彭刚刚）

在观山湖区会展社区会锦居

委会，提到涂湘云，大家都会称赞

几句。

帮助隔壁年轻夫妇接孩子；

上门为准妈妈办理准生证……这

些是涂湘云常为邻居们做的事。

“能够为邻居们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我很乐意也很高兴。 ” 涂湘云

说。

2013 年， 涂湘云一家搬到会

展社区居住，多年来，全家相亲相

爱、和谐美满。 同时，涂湘云一直

以来乐于助人， 积极帮助邻居排

忧解难，邻居有什么困难、什么需

求也愿意跟她讲，请她帮忙。涂湘

云是大家公认的好邻居、好大姐。

2015 年 11 月，涂湘云被邻居推选

为会锦居委会主任。

“我还记得以前，那时候大家

住的是平房，邻居之间门挨着门，

谁家有个什么难处， 大家都会出

手帮助。 ” 涂湘云说，她希望在她

的带动下，每个家庭更加亲密，邻

里关系更加和谐。 “居委会就是

大家的家。 ”

“涂姐真的是位热心的好大

姐。 ” 刚生了孩子的小李说，知道

她怀孕后， 涂姐给她讲解孕期知

识，帮她办好了准生证。

“小涂一家很细心，过节时我

家人不在贵阳， 他们一家人还邀

请我吃饭。 ” 张阿姨的子女在外

地工作，一到过节，涂湘云怕她一

个人孤单，都会邀请她一起吃饭。

“邻里大家乐，才艺大比拼”

“趣味运动会”“邻里饺子宴 ”

……在涂湘云的组织带动下，会

锦居委会的活动丰富多彩。 在这

些活动中， 常会看到一个专门出

力的“志愿者” ，这个“志愿者”

就是涂湘云的丈夫谢魁。

“社区、居委会组织活动，经

常会遇到运东西、搬重物、挂彩旗

之类的‘活路’ 。 这个时候，涂姐

家老谢就成了驾驶员、搬运工。 ”

提起涂湘云的丈夫谢魁， 会展社

区党委书记杜华丽连连夸奖。

“当居委会主任，收入低，事

情多，没有上下班时间，常年都是

早出晚归。 ” 杜华丽说，有时半夜

电话突然响起， 居民家水管爆了，

或是哪家夫妻吵架吵得厉害，涂湘

云都会第一时间到场解决。这个时

候， 谢魁又成了警卫员和修理工。

“涂湘云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离不

开谢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付出。 ”

除了做体力活， 谢魁还是涂

湘云的专职秘书和电脑老师。

“刚到居委会工作时，需要录

资料，写材料，对于不懂电脑的我

来说，是个大问题。 ” 涂湘云说，

“那个时候， 老谢天天教我用电

脑，帮我录资料，写材料。 ”

俗话说， 行要好伴， 住要好

邻。涂湘云夫妻，用自己的一番热

忱， 及时为邻里传递着关爱和温

暖，同时，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大

家，营造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的良

好氛围。

本报记者 帅弋

本报讯 9 月 5 日， 经开

区在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开展企业技能人才多元

化评价考核活动。

此次活动由贵阳市人社

局、经开区管委会主办，经开区

人力资源局承办， 进行汽车装

配和点焊两项技能评价考核。

当天，奇瑞万达共有 62 名技术

工参加， 其中汽车装配工 40

人、汽车点焊工 22 人。

张回国是初中学历， 从事

汽车装配工作已 27 年，因不擅

长理论考试， 没能拿到技能等

级证书。 “没想到通过评价考

核， 我直接被认定为高技能人

才。 ” 张回国说。

今年以来， 经开区紧紧围

绕“聚力高质量发展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 进军下一个千亿级

园区” 的目标，抓住人才工作

的重点、热点和难点，以问题为

导向，创新技能人才评价制度，

并出台《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企业技能人才多元化评价方

案》，释放人才活力，破解人才

“瓶颈” 。

（孙玉香 本报记者 黄菊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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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9 月 6 日从

贵阳高新区获悉，贵州华泰智远

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刘南余的

“数据治理” 应用服务建设项

目、贵州创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赖宇的农业物联网智能化示范

及推广项目， 入选人社部 2018

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优

秀类” 资助项目。

刘南余毕业于法国图尔大学

综合理工学校机械与系统设计专

业，于 2017 年 3 月在贵阳高新区

创办贵州华泰智远大数据服务有

限公司。 该企业主要为政府和行

业大数据应用提供咨询服务和综

合解决方案，专注于大数据规划、

数据资源整合、数据融合分析、大

数据可视化等业务的咨询、 软件

开发及系统集成服务，目前，参与

完成贵阳市旅发委数据铁笼、观

山湖区云网工程等项目建设。

赖宇毕业于英国斯特拉斯克

莱德大学药物分析专业，有近 7年

大数据相关项目技术开发实施经

验，曾主持及参与省、市各级大数

据发展项目。贵州创宇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由赖宇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创办， 主要以有机农产品的生

产、加工、流通、销售为对象构建农

业物联网。（本报记者 王丹丹）

高新区两项目入选人社部

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资助项目

《贵阳临空经济示范区发展规划（2018—2030 年）》公布

到 2030 年建成贵州开放创新发展示范区

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临空产业体系，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00亿元

传递“正能量” 的好邻居

———记观山湖区会展社区涂湘云家庭

经开区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评价考核

图为工人在进行点焊操作。

本报讯 9 月 5 日， 息烽县

举办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

清查业务培训，为全县 300 余名

村居普查员、指导员讲解清查业

务知识，标志着息烽县全面启动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对象是

在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

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普查的主要

内容包括普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组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

财务状况、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

能源消费、研发活动、信息化建设

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

此次普查， 息烽县涉及的普

查对象为县域内 2900 余户法人

单位和 1.8 万余户个体经营户。

为抓好普查工作， 该县把普查工

作分为普查准备，普查登记、数据

处理与发布， 资料开发、 更新维

护、总结三个阶段。 单位清查工作

属于普查准备环节， 该县工作人

员将手持 PDA 入户开展地毯式

全面清查，进行数据检查预评估。

培训会上，该县统计局相关

工作人员为普查员详细讲解了

清查准备工作、 清查行业划分、

清查单位认定、PDA 采集系统使

用等知识。（本报通讯员 成婵）

息烽县启动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今年 77 岁的老党员刘兴顺，是贵州铝厂职工。 自

1998年退休后，担当所住的碧海社区义务“送报工” ，

四年时间行走 5700 多公里， 用双肩扛起总重超过

1.84 吨的报刊杂志。

他“爱管闲事” ，为社区路灯节电、社会治安、城

市卫生等“鸡毛蒜皮” 小事奔走呼吁，先后向省市区

三级党委、政府写了 20 多封书信，向各级部门反映问

题 30 余次，90%得到了解决、回复。 正是由于“爱管闲

事” ， 刘兴顺先后被多个职能部门聘为园林绿化监督

员、市政设施管理监督员、党风廉政监督员。

他提出禁止用公款购买寄送贺年卡的建议，得到

中央领导充分肯定。为此，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

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

看到年轻人的“三观” 出了偏差，他又管起思想

“闲事” 。 刘兴顺撰写了 7500�字的 《坚定理想信念

一生跟党走 为实现中国梦建功立业》 宣讲稿， 在机

关、社区、大中小学校园宣讲理想信念 200 余场，讲党

史、讲革命史，帮助青年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世

界观人生观。

由此，刘兴顺因助人为乐荣获了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首届全国“最美社区人” 称号、“全国离

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贵州省道德模范” 等多项荣誉，

也被大家赞誉为“贵州魅力老人” 、“爱管闲事的老爷

爷” ，见证着这位老人多年热心公益的历程。

追溯他爱管“闲事” 、热心公益心路历程，刘兴顺

说，他经历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

放，几十年风风雨雨，见证了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为祖国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无比骄傲。

上世纪 60 年代，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刘兴顺得到

两本书，一本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一本是萧山

的《革命烈士诗抄》，成为他最爱阅读的书籍。

“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我能

舍弃一切，但不能舍弃党，舍弃革命事业。” 刘兴顺说，

书中革命先烈的话，一直鼓舞着他“丢什么都不能丢理想信念” 的雄

心壮志。

1985 年 8 月 2 日，刘兴顺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在日记中

写道：“今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也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跟党走，献

身于党的伟大事业……”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他说，他的公益脚步永远在路上，要

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宗旨作风，践行一

名老党员的理想追求。 （本报记者 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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