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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贵阳将按照 “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 的原则，加强对南明河环境的

执法监管，对损害南明河环境生态

健康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 。 这

是记者 9 月 13 日从《贵阳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推

进南明河长治久清的决议》 贯彻

落实推进工作会上获悉的。

根据《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依法推进南明河长治

久清的决议》， 全市各级国家机关

要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南

明河保护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确

保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

追究，将南明河生态环境质量“只

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责任底线，

加强环境执法监管， 坚持管理法制

化，强化实施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

度， 构建违法必究的铁腕护河新秩

序， 对损害南明河环境生态健康违

法行为实行“零容忍” ，依法严惩重

罚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市、 区两级人大常委会还将

把南明河保护治理作为重点工作

领域，通过执法检查、听取审议工

作报告、专题询问、工作评议等监

督形式， 督促有关方面认真实施

相关法律法规， 认真开展保护治

理工作， 抓紧解决南明河保护治

理的突出问题， 对南明河保护治

理不力、 群众反映强烈的有关部

门，市、区两级人大常委会将依法

启动质询、 特定问题调查等监督

程序， 启动对所任命的有关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罢免程序。

《决议》还指出，要健全和实

行南明河生态环保信息强制性披

露制度，依法公开环境质量信息和

环保目标责任落实情况，曝光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 报道整改进展情

况。同时，完善公众监督、举报反馈

机制和奖励机制，鼓励人民群众运

用法律武器保护生态环境，共同推

进南明河流域保护治理。

（本报记者 钱丽）

本报讯 截至目前， 全市范

围内建成 103 个惠民生鲜超市，

覆盖 65 个社区， 社区覆盖率为

67%，惠及近 300 万市民。 在对惠

民生鲜超市有所了解的人中，近

九成市民对“菜篮子” 惠民工程

实施成效表示满意。

国家统计局贵阳调查队日前

发布的《贵阳市“菜篮子” 惠民工

程市民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价

格实惠、交通便利、购物环境舒适

干净是市民满意的三大主要原因。

“惠民生鲜超市的蔬菜，平均

价格要低于周边农贸市场 20%至

30%， 并略低于周边大型社会化

超市的价格。 ” 市民曾成强说，自

惠民生鲜星力超市蔡家街店去年

11 月 15 日开业后， 他几乎每天

都去那里买菜。

不仅菜价便宜了， 市民买菜

也更方便了。 与一般社区超市或

生鲜店不同的是，惠民生鲜超市

按照“一社区一店” 的原则进行

均衡选址， 采取大中小结合、以

大带小的形式， 合理布局社区

店、标准店、旗舰店，生鲜经营面

积不低于总面积的 60%，让市民

在家门口也能买到新鲜实惠的

蔬菜。

市民走进惠民生鲜超市就会

发现，各类瓜果蔬菜排列整齐，大

众蔬菜应有尽有。 “不用像之前

一样去农贸市场挤了， 超市里又

宽又干净。 ” 市民陈亮芬说，现

在， 惠民生鲜超市已成为她买菜

的首选之地。

和曾成强、陈亮芬一样，自从

惠民生鲜超市逐步覆盖各个社

区， 市民在买菜问题上的获得感

不断增强。 而这得益于市委、市政

府积极回应民生关切， 深入推进

贵阳大市场带动全省大扶贫和解

决“菜价贵” 问题攻坚行动，加快

建设惠民生鲜超市，有效破解“买

菜难、买菜贵” 民生难题所做出的

努力。

2015 年以来，针对“买菜难、

买菜贵” 问题，我市采取政府市场

共同发力、 公益性与市场化结合

的方式，在零售环节，以公私合作

模式试点建设带有公益性的惠民

生鲜超市。

为强化顶层设计， 我市先后

制定执行了《贵阳市解决“菜价

贵” 问题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贵

阳市进一步加大对外帮扶力度助

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方案》 等一

系列实施方案，明确工作思路、目

标任务、措施和工作责任。

为打造公平共享、 共商共建

的开放合作体系， 我市创造性地

引入 “三变” 模式推进 “农改

超” ，广泛吸引社会化超市参与建

设， 对合作企业给予租金优惠政

策。2015 年至 2018 年，市区两级

累计投入 3 亿余元用于惠民生鲜

超市建设。

为丰富市民“菜篮子” ，打造

扶贫产销对接供应链， 我市加强

产销对接，与黔南、黔西南等地签

订产销协议， 在贵阳地利农产品

物流园建立 “贵州扶贫产业销售

专区” ，103 个惠民生鲜超市均设

立本省绿色农产品销售专柜。 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惠民生

鲜超市累计销售本省农产品约

14 万余吨、10 亿元。

惠民生鲜超市的建设平抑了

物价，提升了群众获得感。 统计数

据显示，上半年，贵阳市鲜菜价格

累计上涨 4.8%， 涨幅低于全国

（7.8%）、全省（7.7%）及周边省

会城市， 逐渐确立其在零售端的

主导地位， 形成惠民生鲜超市对

农贸市场的倒逼机制，“菜篮子”

食品价格指数在全国全省低位运

行。 在 7 月份 CPI 统计的 28 种

鲜菜价格中， 除黄豆芽和胡萝卜

外，有 26 种在惠民生鲜超市的价

格低于农贸市场。

接下来， 我市将锁定 “降菜

价” 和“大市场带动大扶贫” 两大

核心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短期整

治与长效规范结合， 全力抓好贵

阳北部农产品电商物流园、 公益

性惠民生鲜超市等公益性市场体

系建设，确保 2018 年底达到贵阳

市蔬菜价格与周边省会城市持平

的目标。

（本报记者 庭静）

本报讯 9 月 13 日， 国家

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贵州大数

据）在贵阳高新区揭牌成立，这

是继我省 2017 年 2 月在全国

率先组建大数据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后， 在抢占大数据标准化

“制高点” 上的又一重大举措，

也标志着我省成为全国首个建

设大数据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

地的省份。

去年， 为发挥国家大数据

（贵州）综合试验区的先行先试

优势，汇集、吸收和应用大数据

产业技术创新成果资源，提高大

数据标准供给能力，为大数据与

相关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加快大

数据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省政

府向国家标准委申请筹建国家

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贵州大数

据），今年初得到正式批复。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贵州大数据）建设期 24 个月，

将于 2019 年底接受国家标准

委验收，其间要完成三项重点建

设任务。一是构建运营机制和组

织架构，遵循“政府引导、政策

支撑、市场驱动、企业主体” 的

可持续发展市场化运营机制，整

合和调动市场各方资源参与基

地建设。二是以大数据龙头骨干

企业为核心，以“政府大数据”

“大数据开放共享”“物流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

领域为重点， 打造 14 个大数据

专业领域委员分会。三是构建围

绕大数据标准资源、 标准应用、

标准验证评估等服务建立公共

服务平台。

目前，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

地（贵州大数据）建设已吸纳了

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贵州省易鲸捷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等 32

家大数据龙头骨干企业参与。

（本报记者 刘健）

贵阳对损害南明河生态违法行为“零容忍”

本报讯 贵阳正强化联合

惩戒机制，通过贵阳市失信被执

行人联合惩戒云平台，让失信被

执行人受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的联合惩戒。 这是记者 9 月 13

日从 《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的决定》 贯彻落实推进

会上获悉的。

根据 《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的决定》， 全市各级国家

机关要自觉履行和协助执行义

务，不得规避、抗拒、阻碍和干预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拒不履行法

院协助义务的， 人民法院除责令

其履行协助义务外， 还可依法采

取其他制裁措施。

全市两级人民法院要建立

和完善公检法机关解决执行难

定期会商机制，立案、审判和执

行协调配合机制， 执行繁简分

流办案机制， 财产刑执行官衔

接和跨区域协调协同执行配合

机制，执行转破产工作机制，执

行不能案件退出机制和恢复机

制等。 严格执行财产申报、财产

调查、 委托执行和执行和解等

制度，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

规范执行款物管理， 规范终结

执行程序。

此外， 要利用大数据等现代

化信息技术，建好、用好贵阳市

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云平台，

及时准确地更新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信息，并向社会公布。 负有

联合惩戒职能的单位和部门要

在职责范围内实现与贵阳市失

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云平台的

数据对接和信息交互，全面实现

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自动推动、自

动对比、自动拦截、自动惩戒、自

动反馈和自动监督。 加强对失信

被执行人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

戒，失信被执行人不得担任国企

及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事业

单位法定代表人、社会组织负责

人等， 不能乘坐飞机、G 字头动

车、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

位，不能在星级以上宾馆 、酒店

等场所进行高消费，子女不能就

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使失信被

执行人受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的联合惩戒。

（本报记者 钱丽）

贵阳强化联合惩戒机制让“老赖”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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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酒博会暨 2018 贵洽会成果丰硕

■来自 41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余家展商参展■签约项目 293 个，总金额 1494.7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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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助力实体经济轻装前行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通过减负激发市场活力。7 月以来，减税降费成为国务院常务会

议的一个“关键词” 。

■增，让资金不断流入小微企业

下半年以来，面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贷款融资、信用债发行、股权质押等方面的困

难和挑战，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

■放，为企业营造更优发展环境

当前，行业准入、不同所有制准入、产品准入门槛依然较高。 进入下半年，一系列“放管

服” 政策持续发力，旨在进一步消除市场准入的制度性约束，提高投资创业的便利化水平。

让市场主体迸发出新的活力

———下半年政策频出释放利好新信号

据新华社电 今年

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

内外环境，我国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的同时，也面临

一些新问题新挑战。

为更好稳定市场预

期， 提振实体经济信心，

下半年以来， 党中央、国

务院科学谋划， 精准施

策， 推出一系列减负举

措，旨在进一步为全社会

减负，确保经济在合理区

间稳健前行。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贵州大数据）在筑揭牌

系全国首个

坚定不移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

本报讯 9 月 12 日， 市政

协主席、 党组书记王保建在市

政协“百千万行动” 专题会议上

强调， 要强化 “四个意识” ，深

学笃用习近平扶贫思想， 认真

落实全省政协脱贫攻坚 “百千

万行动” 推进会精神，积极投身

脱贫攻坚一线， 主动担当作为，

汇聚起全社会和衷共济决胜全

面小康社会的强大合力。

市政协副主席、 党组副书记

石洪，市政协秘书长王廷志参加。

会上，王保建听取了贵阳市

政协“百千万行动” 工作部署及

委员企业参加行动工作开展情

况，对积极参与的各级政协委员

表示感谢。 王保建指出，“百千

万行动” 要以产业扶贫、项目帮

扶为抓手，汇集专项扶贫、行业

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充

分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积极探

索帮扶增收的长效机制。 要深

入调研视察，多层次听取意见，

主动协商讨论收集社情民意，把

好的意见建议汇聚起来，积极向

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

王保建要求，全市各级政协

组织要切实增强省会意识、省会

担当，在“百千万工程” 中当先

锋、创品牌。 要充分发挥政协平

台的纽带作用，建立完善帮扶项

目库，主动为委员开展帮扶牵线

搭桥，政协各专委会要突出界别

优势，引导所联系界别委员积极

参与脱贫攻坚，为委员开展帮扶

搞好服务。 要注重发现、挖掘、总

结典型经验，加强学习交流和宣

传报道，积极营造政协投入脱贫

攻坚一线的浓厚氛围， 真正把

“百千万工程” 搞得有政协特

点、有政协声音，让党委满意、让

群众认可。

市政协相关专委会、 各区

（市、县）政协负责人，部分市政

协委员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衣琼）

王保建在市政协“百千万行动” 专题

会议上强调

投身脱贫攻坚战

展现政协新作为

“码” 上关注

贵阳日报官微

精彩新闻 更多呈现

今日导读

贵阳发布实施网约车安全管理规定

从公司备案、背景审查、数据接入等八个方面要

求网约平台严守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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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转型路径 破译升级密码

浙江都市区建设之浙中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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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惠民生鲜超市已建成上百个，惠及近 300 万市民，调查报告显示———

平价菜篮子 九成满意度

图为外国展商在酒博会上介绍葡萄酒。 本报记者 石照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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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前八月新设外商

投资企业增长超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