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低收入困难村

电商技能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10 月 9 日， 贵阳市

低收入困难村电商实用技能培训

班在贵电商综合示范基地开班，

来自全市低收入困难村的 60 余

名村民参加学习。

此次培训由市商务局主办、

贵阳贵电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承

办。 培训时间为 10 月 9 日至 10

月 13 日， 培训课程设置政策宣

讲、理论教学、实操培训、参观考

察四个部分， 主要采取面授和实

操形式， 教授电商知识及政策解

读、上机实操、案例解读、观摩学

习等内容。

（本报记者 庭静）

本报讯 近日，全市城乡环境

卫生整洁行动中期评估工作全部

完成，经过评估，截至 2017 年底，

我市全面完成 2015 年至 2020 年

第二轮行动中期各项目标任务。

记者 10 月 9 日从市爱卫办

获悉，为全面掌握第二轮城乡环

境卫生整洁行动实施情况，根据

全国爱卫办、省爱卫办关于开展

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中期评

估的工作要求，近期，我市采取

各区（市、县）、部门自评与市爱

卫办组织抽查复核相结合的方

式，组织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

行动中期评估工作。

自 2010 年开展第一轮城乡

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以来，我市各

区（市、县）、各部门严格按照

2010 年至 2012 年行动方案的总

体部署，周密安排，狠抓落实，较

好地完成了三年工作目标，城乡

环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受到群

众的广泛欢迎。

今年以来， 市爱卫办结合实

际， 制定了贵阳市 2018年城乡环

境卫生整洁行动计划，明确和细化

了年度目标任务，提出了进一步加

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以全市迎接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为契机集中开

展环境卫生大整治、结合脱贫攻坚

任务进一步保障城乡饮水安全、结

合“厕所革命”深入普及农村无害

化卫生厕所等任务。 同时，充分发

挥市级部门的统筹协调作用，以完

善城乡环卫基础设施和长效管理

机制为主要内容，以城市环境卫生

薄弱地段和农村垃圾污水处理、改

厕为重点， 持续深入开展整洁行

动，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

升，城乡生产生活环境更加整洁有

序、健康宜居。 按照《贵阳市城乡

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案（2015—

2020 年）》的要求，各单位各部门

结合职责分工，深入推进本行业重

点任务整治工作，环境卫生、垃圾

处理、污水治理、城乡饮水、水质检

测、交通运输、旅游建设、农贸市

场、农村改厕和健康教育等工作都

得到有效提升。

下一步，我市将深入贯彻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为抓手，继

续深入开展整洁行动，统筹治理

城乡环境卫生问题，扎实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

（本报记者 常青）

全市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中期评估工作全部完成

要 闻

2 2018年 10月 1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震 /�版式：吴洁

贵阳日报融合传播事业部 电话:0851-85829715� E-mail:szywsyb@126.com

▲10 月 9 日，2018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贵州

省分会场贵阳市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贵阳高新区举行，副省

长王世杰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副市长魏定梅出席启动仪式并

致辞。 （本报记者 彭刚刚）

▲10 月 9 日，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华平先后到贵

阳综合保税区、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就组织工作对接支持

贵阳对外开放新格局进行调研。 （本报记者 衣琼）

政务简报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 走进修

文县猕猴桃产业园区， 漫山遍野

的猕猴桃果香四溢， 这是果农的

收获季节， 也是贵阳市创新型党

组织创建工作的收获季节。

近日， 全市农村创新型党组

织创建现场观摩会在修文县举

行。 50 余名观摩团成员先后深入

谷堡镇平滩村、 六屯镇大木村等

观摩点， 对落实农村创新型党组

织创建工作情况进行了现场观

摩，修文县委组织部、白云区委组

织部等 4 个单位作了交流发言，

参会的其他区（市、县）党委组织

部分管负责人及有关同志还对 2

个观摩点及修文县整体创建工作

的情况进行了书面评议。 市委组

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对持续推进农

村创新型党组织创建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

创新实践， 农村创建工作

成效凸显

带着如何创新基层激励保障

制度、如何创新规范村干部管理、

如何激发基层创新活力等问题，

观摩团成员在观摩中学习经验、

在对比中查找差距、 在思考中寻

求对策。

在推进农村创新型党组织创

建工作中，修文县县、乡、村三级

联动， 探索推行村干部专职化管

理， 着力解决村干部队伍人才匮

乏、待遇偏低、管理松散、活力不

足等问题， 切实把农村基层干部

队伍建设成为创新的带头人和骨

干力量， 有力促进了基层党建与

农村改革发展“双促共赢” 。

———县级统筹推动。 修文县

委、县政府将村干部专职化管理

工作纳入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从整合资金、人员、管理着手，改

革传统村干部的职数设置、报酬

待遇、考核管理模式，推动村干

部队伍由 “松散型” 向 “专职

化” 转变。

———乡镇强化管理。 谷堡镇

党委进一步完善村干部绩效考核

工作机制， 建立村干部工作、上

班、请假、辞职、绩效考核等 5 个

工作制度， 加强对村级领取报酬

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 六屯镇

党委建立“统分结合” 的村干部

考核管理机制，从党的建设、党风

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及宣传、

农业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

会建设、 社会事务等 7 个方面着

手，明晰村里的各项任务，加强对

村干部的日常管理。

———村级具体落实。 平滩村

党支部推行“三联三助” 措施，采

取“1+N” 联系模式，引导果农科

学种植、 诚信经营， 有力维护了

“贵长猕猴桃” 品牌，2017 年，平

滩村实现猕猴桃销售收入 1.3 亿

元， 村民人均纯收入提升至 2.15

万元。 大木村党支部成立党员服

务小分队，采取“党支部 + 协会 +

旅游” 模式，发挥专职村干部、党

员的示范引领作用， 带领群众发

展避暑旅游， 推进农旅一体化，

2018 年以来， 大木村共接待游客

5 万余人次。

观摩交流，为乡村振兴战略

添动力

创新型党组织创建工作开展

以来， 全市各级党组织紧紧围绕

“实施五大工程，实现五个成为”

的要求， 把农村创新型党组织创

建工作与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紧

密结合起来， 充分激发农村基层

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 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 乡村振兴战略增添

了新活力。

白云区围绕把基层党组织建

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 贯彻党的

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

众、 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

垒，在乡村振兴中实施组织振兴，

用“五聚焦五确保” 进一步夯实

农村基层基础和保障， 推动全区

农村党组织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全面推进“一严两高” 。

乌当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基层党建、扶贫脱贫的重

要思想，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

织力为重点，以创新型党组织创

建为载体， 坚持 “三强化三着

力” ，深入实施“农村基层保障

推进工程” ， 建立健全农村基层

组织激励保障机制，发挥基层党

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

作用。

清镇市围绕把乡镇阵地建成

“环境舒心、 吃得放心、 住得安

心、工作顺心、文娱开心” 的温馨

之家， 在各乡镇推进小党建活动

中心、小食堂、小卫生间、小淋浴

室、小图书室、小文体活动室、小

活动广场“七小工程” 建设，增强

基层干部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并

在 181 个行政村推广 “双整治一

规范” ，成功打造了红枫湖镇右二

村、王庄乡小坡村等 45 个农村党

组织活动阵地。

勇担重任，助力富美乡村建设

此次观摩会， 让观摩团成员

看到了亮点、发现了不足、找到了

差距，也开拓了思路、找到了办法

措施， 激发了锻造引领乡村振兴

“红色引擎” 的新动力。

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对深

入推进农村创新型党组织创建工

作进行了具体安排。 一是要提高

政治站位， 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

重要论述。 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创新

型党组织创建的方方面面。 二是

要突出问题导向， 全面落实基层

保障推进工程各项工作任务。 针

对创建工作中存在的思想认识、

工作方法、 组织领导有差距等问

题，按照“五步工作法” 的要求，

把农村基层保障推进工程七项任

务（关怀激励基层一线干部、切实

提高村干部报酬和村办公经费、

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 探索推

进乡镇基础设施“6+N” 规范建

设、 扎实抓好村第一书记和轮战

驻村工作、 整顿提升后进村党组

织、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逐项落

到实处。 三是要以创新型党组织

创建为抓手， 推动农村基层党组

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重点围绕

加强村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 加强农村党员发展和教育管

理、 落实 “一任务两要点三清

单” 、以组织振兴促进乡村振兴等

四个方面进行探索创新， 推动农

村基层党组织在落实基础保障中

勇挑重担、 在富美乡村建设中凝

心聚力、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当好

主心骨， 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

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

优势。

本报记者 杨世龙

本报讯 近日， 随着省政

协门口地下通道升级改造完

成， 中华路 9 个地下通道全部

完成升级改造并投用， 共历时

10 个月。

10 月 9 日， 记者来到省政

协门口地下通道， 两侧路边竖

起两个垂直升降梯， 在市北路

方向还增设了一个出口， 并安

装了自动扶梯和斜挂式轮椅升

降平台， 不少老年人选择垂直

升降梯过地下通道。“中华路上

的地下通道都很深，下去还好，

走上来对于老年人小孩子来说

比较费力， 有了垂直升降梯就

方便多了。 ” 家住北京路的市民

刘庆国说。

中华路部分地下通道在建

设时遇到管线问题， 为避开管

线，采用了浅埋暗挖工艺，通道

口至通道底的纵深较长， 台阶

较多。 为让行人更快更方便地

过马路，去年 11 月底，中华路、

省政协地下通道、 六广门地下

通道、永乐路地下通道、中黔商

场地下通道、太平路地下通道、

中中商场地下通道、 中都商场

地下通道、邮电大楼地下通道、

九中地下通道 9 个地下通道升

级改造启动， 工程包括新增省

政协门口地下通道一个人行出

入口， 增设 35 台电梯， 包括 8

台自动扶梯、11 台垂直升降梯、

16个斜挂式轮椅升降平台。

“中华路地处城市中心区

域，人流、车流量密集，地下管

线种类多、分布密集，公司以保

畅、减少影响为原则，开展文明

施工。 ” 贵阳城投集团项目管

理二部部长祁连康说 ，9 个地

下通道的改造工程， 采取多种

施工工艺，综合考虑施工围挡、

标牌设置、 建筑垃圾处理等因

素，在保障施工进度的基础上，

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市民的影

响，确保行人通行不受阻、路面

车辆通行顺畅。 为减少施工对

交通和市民出行的影响， 地下

通道施工、 运送材料和建筑渣

土基本都在晚上进行。

记者当天还来到六广门地

下通道， 该地下通道空间有限，

无法安装垂直升降梯，只安装了

自动扶梯和斜挂式轮椅升降平

台。 工作人员演示了斜挂式轮椅

升降平台的使用方法，需要使用

时可按按钮，地下通道办公室收

到通知后，工作人员前来打开升

降平台供市民使用。

目前， 中华路地下通道电

梯运营时间为早晨 7 点到晚上

10 点，节假日等特殊情况，运营

时间将有所调整。

（本报记者 金毛毛 / 文

石照昌 / 图）

锻造引领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

———贵阳市农村创新型党组织创建现场观摩会综述

本报讯 10 月 9 日，市城管

局会同乌当区政府再次举行市

民代表座谈会，通报高雁生活垃

圾填埋场片区异味治理问题，听

取保利春天业主代表及贵州师

范学院职工代表对近段时间除

臭提标工作的意见建议。

今年 8 月 11 日，按照市城管

局的要求， 负责高雁生活垃圾填

埋场市场化特许经营的北环贵州

分公司进一步提标臭味管控，并

制定臭味控制提标实施方案。

一方面，高雁生活垃圾填埋

场于 8 月 24 日开始， 作业时间

从原来的凌晨 4 点到晚上 9 点

更改为凌晨 4 点到下午 6 点，及

时对作业面喷洒除臭剂，缩短作

业暴露面的暴露时间，以达到减

少臭味的目的。

另一方面， 于 8 月 24 日成

立保利春天臭源定点监察组，同

步公布臭气投诉电话，期间共接

到保利春天业主投诉电话 6 起，

处理 6 起。 经过分析，这 6 起臭

气投诉主要源于“问题车辆” 和

季节因素。 由于少量垃圾车存在

跑冒滴漏， 从而引发臭气逸散。

为此， 市城管局要求 “问题车

辆” 立即整改，同时要求北环贵

州分公司对路段进行义务冲洗，

减少臭气逸散问题。 在季节因素

方面，严格提标管控治臭，缩短

作业时间，减少暴露面积和暴露

时间，加强除臭力度，坚持频次

不减、用药不减并配合风炮雾化

除臭。

自实施臭味控制提标以来，

共处置垃圾 50198.72 吨， 使用

除臭剂 1305 升，累计覆膜 39180

平方米， 石灰消洒面积累计达

79500 平方米， 义务为保利春天

大道路冲洗共计 303 车次，冲洗

面积累计达 148986 平方米。

市城管局在座谈会上表示，

市委、市政府对该片区异味治理

高度重视，下一步，将结合贵阳

城市总体规划，以及贵州省“十

三五”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建设规划要求，开展垃圾分类工

作，加快建设更先进的垃圾处理

设施， 降低填埋场的处理压力，

从根本上解决异味问题，增强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本报记者 汤利）

市城管局会同乌当区政府举行高雁

生活垃圾填埋场片区异味治理座谈会

听取市民代表意见

加快推进治理工作

本报讯 10 月 9 日，食品安

全进社区之“放心社区、满意网

格员” 网络投票活动启动，截至

当天下午 5 点整，共收到市民近

3 万次有效投票。 其中，“百姓最

放心的食品安全社区” 共收到

11000 余票，“百姓最满意的食

品安全网格员（协管员）” 共收

到 17000 余票。

记者 10 月 9 日从市食安办

获悉，参加此次投票活动的 30 个

社区和 60 名食品安全网格员，由

市政府食安办、 市委群工委及各

区（市、县）食安办、群工委从 10

个区（市、县）通过遴选推荐得

出。 据统计，目前，南明区中南社

区、云岩区宅吉社区、云岩区北京

路社区获票数暂列前三，“百姓

最满意的食品安全网格员（协管

员）” 方面，南明区后巢乡网格员

蒋荣林获赞数暂列第一。

举行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

提高贵阳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工作的知晓度、 满意

度，10 月 15 日前，市民均可通过

关注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投票。

（本报记者 吴伟剑）

食品安全“放心社区、满意网格员”

网络投票活动火热进行

首日收到有效投票近三万次

示范创建人人参与

食品安全家家受益

本报讯 10 月 9 日，2018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

周贵州省分会场贵阳市主会场

活动在贵阳高新区启动。

活动周的主题为“高水平双

创，高质量发展” ，贵州省分会场

贵阳市主会场设在贵阳高新区，

各市州、 贵安新区同步开展活

动。 活动周由省发改委指导，市

政府主办，市发改委、市科协、贵

阳高新区管委会承办，中国西部

众创园各众创空间、孵化器运营

机构及有关企业协办。

活动周期间，无人机新机型

展示及培训、无人驾驶技术展示

及体验、贵商创业导师创客大讲

堂、优秀“双创” 项目投融资对

接会、 贵州特色民宿创业交流

会、“贵漂·育苗计划” 创业训练

营、 小发明家 3D 元器件打印体

验、火炬青年创业互助社区项目

路演等 15 项系列活动将陆续举

行，集中展示近年来贵州、贵阳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方面

取得的成果，让更多市民切身感

受到创新创业带来的生活变化

和美好体验。

（本报记者 彭刚刚）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贵州省分会场贵阳市主会场活动启动

本 报 讯 10 月 9 日 ， 在

2018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活动周贵州省分会场贵阳市主

会场活动启动仪式上，贵阳高新

区与贵州国全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贵州天骞质量技术检测

中心有限公司、贵州久华信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分别签约，计划打

造“中国好项目” 总部基地，研

发“新一代 JoMobile 宽带移动多

媒体通信系统” ， 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根据协议， 贵阳高新区将与

国全创业公司打造 “中国好项

目” 总部基地，引导全国的好项

目及优质企业落地贵阳高新区，

为入驻企业提供资本市场及相关

资讯服务， 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

争力，为贵阳高新区打造“中国

数谷之心” 提供项目支撑。 贵阳

高新区将依托天骞质量在检验检

测方面的优势， 开展环境监测与

评价、食品药品检测、汽车检测和

建材检测等事宜。 贵阳高新区将

与久华信电子公司合作， 提供符

合公安系统时代化需求的“新一

代 JoMobile 宽带移动多媒体通信

系统” ， 并建立配套的实验应用

网络。

（本报记者 王丹丹）

■相关新闻

高新区与多家公司签约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中华路 9 个地下通道全部升级投用

增设 8 台自动扶梯、11 台垂直升降梯、16 个斜挂式轮椅升降平台

改造后的六广门地下通道自动扶梯。

改造后的中华北路与永乐路地下通道垂直升降梯。

新投用的自动扶梯。

建设健康 贵阳

谱写爱卫 篇章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