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 14 日， 为期两

天的第六届信息处理与网络计算

机国际会议在贵阳大数据安全产

业示范区圆满落幕。 会议期间，

来自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和企业代

表围绕航天科技、电信大数据、气

象大数据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

第六届信息处理与网络计

算机国际会议以 “探讨大数据

领域的最新理论、应用和发展”

为主题， 由经开区管委会和北

京邮电大学主办， 北京华策信

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贵

州数安汇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承办。

本次会议上， 来自日本电气

通信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等国内外高校和机构

的专家学者， 围绕信息处理的现

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展开探讨。

会议期间， 举行了包括航天科技

主题论坛、电信大数据主题论坛、

产业伙伴论坛等主题论坛。

据了解，信息处理与网络计

算机国际会议，是聚焦于电子信

息、通信系统、网络应用、计算机

科学、航天技术、大数据等关键

技术和挑战等方面的全球通信

领域的重要会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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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5 日， 记者从

息烽县获悉，今年以来，息烽县继

续加大投入力度，补齐短板，确保

实现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清零。截至 7 月底，该县预计

已有 2597 人达到脱贫标准，减贫

任务完成比例达 95％。

今年以来， 息烽县紧紧围

绕 “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 基

本要求，补齐短板、补足弱项 ，

确保如期完成贫困人口 “清

零” 目标。 该县大力发展葡萄、

刺梨、吊瓜等主导产业，累计完

成产业结构调整 5.66 万亩，实

现中药材种植和野生抚育面积

7.26 万亩， 调减低效籽粒玉米

种植 6.99 万亩，全面完成春季

攻势各项目标任务。 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享受 “先诊疗、 后付

费” 政策共 789 人次，减免住院

押金 475.24 万元 ，实现“先诊

疗、后付费” 全覆盖。 开通绿色

通道， 对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全

面执行国家资助政策， 实现无

障碍入学。 目前，普通高中已入

学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学 生 达 109

人。 截止到 8 月 1 日，197 户农

村危房改造及“三改 ” 项目已

全部开工，开工率 100％。 投资

4379 万元实施的 12 处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现已完成

10 处，全面完工后将保障 66259

人饮水安全。

同时，该县整合各类资源，通

过将短板问题项目化， 拟实施项

目资金化的方式促进“清零” 。截

至目前，全县共实施“补短板” 项

目 1843 个，已开工 1834 个，开工

率 99.51％，已完成项目 1721 个，

完工率 93.38％。

通过补短板工作， 截至 7 月

底，息烽县 2734 人减贫目标任务

数中，预计已有 2597 人达到脱贫

标准 ， 减贫任务完成比例达

95％， 贫困发生率从 1.2％降至

0.065％。 到年底，该县将按照脱

贫退出标准和程序出列，确保完

成“清零” 任务。

（成婵 贵阳日报融媒

体记者 杨婷）

本报讯 这几天， 乌当

区偏坡乡下院村泥垄坝黄桃

观 光 采 摘 园 的 黄 桃 相 继 成

熟 ，果香四溢 ，村民们摘桃 、

装桃、卖桃，一派忙碌景象。

据介绍，为进一步提高土

地产出和经济效益 ， 去年以

来， 下院村村支两委主动出

击， 着力在 “变思想 、 转方

式” 上下工夫，立足下院村泥

垄坝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

力发展黄桃种植产业， 按照

“区五彩农投公司 + 村集体 +

合作社 + 农户” 模式，共建共

享泥垄坝“三变” 黄桃观光采

摘园。

据下院村村主任龙朝刚

介绍，黄桃采摘园项目由村集

体公司贵阳乌当农昌果蔬种

植有限公司出资建设，目前种

植面积达 120 亩，涉及农户 58

户 246 人， 覆盖全村贫困户，

预计今年产量为 2 万余斤。

“农户以土地入股到村

集体经济组织 ， 村集体经济

组织建设完成后 ， 再交给合

作社经营管理，农户享有‘保

底分红 + 效益分红 + 务工收

入’ 。 具体来说，从第四年起

农户 每 亩 获 1342 元 保 底 分

红， 果园纯收入的 20％作为

效益分红发放给农户 ， 届时

村民的收入将大幅增加。” 龙

朝刚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文 / 图）

产业扶贫显成效

贫困农户领分红

开阳县高寨乡 239

户贫困户分红 27.8 万元

本报讯 8 月 12 日， 开阳县高

寨乡 239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喜领分

红 27.8 万元。

据介绍， 此次分红涉及茶叶种

植项目、黄花菜种植项目及民族文

化演艺场项目。 茶叶种植项目是久

场村扶贫项目， 项目以扶贫资金

250 万入股贵州岚宇茶叶有限公

司，按照每年股金的 6％进行分红，

三年后返还全部股金，该项目覆盖

的 56 户贫困户此次共分红 5.88

万元。

高寨村和谷丰村发展的黄花菜

种植项目采取“公司＋合作社＋贫

困户” 模式，种植面积达 500 亩，其

中， 以土地入股的农户占股 30％、

专业合作社占股 39％、村集体公司

占股 31％，该项目覆盖的 67 户贫困

户此次共分红 10.32 万元。

民族文化演艺场项目是平寨村

的扶贫项目， 以 300 万元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作为贫困户入股资金，注

入平寨村集体经济公司， 用于购买

贵州大地飞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民

族文化演艺场股份。 按照利益联结

机制， 公司按照贫困户年分红比例

不低于量化入股扶贫资金收益的

70％进行分红， 此次 116 户贫困户

共获分红 11.6 万元。

今年以来， 高寨乡坚持以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因地制

宜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带领困

难群众重点发展蔬菜、 茶叶、 食用

菌、蔬菜、蜂蜜等产业，引导群众以

土地、劳动力、扶贫资金等形式入股

扶贫产业， 让贫困户享受扶贫产业

带来的红利。

（郭榕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李春明）

息烽县加大投入全面补短板

全县贫困人口减贫任务完成95%

乌当区偏坡乡下院村———

黄桃熟了 村民乐了

第六届信息处理与网络计算机国际会议在经开区落幕

图为下院村村民采摘黄桃。

清镇市物流园区连续三年

荣获“全国优秀物流园区”称号

本报讯 记者 8 月 15 日

从清镇市物流管委会获悉，在

2019（第 17 次）全国物流园区

工作年会上， 清镇市物流园区

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评为

“全国优秀物流园区” 。 这是该

物流园区自 2017 年以来，连续

第三年获得 “全国优秀物流园

区” 称号。

据了解，2019 全国物流园

区工作年会于 8 月 9 日、10 日

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 此次会

议共表彰全国优秀物流园区

117 家。

清镇市物流园区规划用地

面积约 3032.7 亩，有公路港、铁

路港、现代物流配送中心等 9 个

现代物流项目， 其中， 公路港、

400 万吨火车站、国家级和省级

粮油储备库等 7 个项目已建成

运营，铁路港、现代物流配送中

心 2 个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建设。

据了解，2019 年上半年，清

镇市园区产值达 82.743 亿元，

其中货运及货运信息 5.6 亿

元、汽车贸易 28.38 亿元、工程

机械贸易 12.52 亿元、 粮油副

食品贸易约 25 亿元、规上工业

产值 6.15 亿元、房地产销售产

值 5.093 亿元。

(龚晓宏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人社局创新工作方式

委托第三方机构

入户宣传就业政策

本报讯 观山湖区人社

局为期一个月的就业政策入

户宣传活动于 8 月 10 日拉开

序幕。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

入户宣传活动是委托第三方

专业机构进行的。

据了解，为加大就业政策

宣传力度，帮助创业实体享受

政策提高创业成功率，从而带

动更多居民群众稳定就业，观

山湖区人社局组织开展了此

次就业政策入户宣传活动。

此次入户宣传活动重点围

绕中小微企业、工商个体户等创

业实体进行，主要宣传群体包括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复员退伍

军人等，预计将发放自主创业补

贴、社保补贴、高校毕业生就业

见习补贴等就业政策宣传资料 5

万余份、宣传品 2万余份。

“我们计划走访约 2 万户，

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入户

宣传活动，以更高效、更快捷、更

精准地让更多创业实体了解政

策、申请政策，实现惠民政策落

地帮扶，全面提升营商环境。 ”

观山湖区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公 告

我公司承建的平塘县平舟镇京舟村新舟寨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示范项目已于 2019 年 7 月 3 日以前全面竣工， 本项目部

将撤销，为做好本工程收尾清欠工作，请与本工程有业务往来

的客户和民工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10 日内尽快与项目部

取得联系，结清所有工程项目款项，逾期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

经济和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建宁 联系电话：18107930783

�������������江西鄱信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13日

卖

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

深刻的产业革命

本报讯 8 月 14 日， 记者

从相关单位获悉， 群众投诉的

“修文中学龙岗派出所进出口

的路段晴天扬尘污染、 雨天道

路坑洼严重” 问题，目前已整改

完成。

据了解， 此前修文县接到

贵阳市迎接中央环保督察组领

导小组办公室转办的该信访投

诉件后，立即组织调查核实。 经

核实， 被投诉道路路面确有破

损，晴天有扬尘污染隐患，局部

有坑洼和积水， 修文中学龙岗

派出所进出口路边有堆积物。

修文县立即安排县住建局

负责修补坑洼路面， 县综合执

法局在路面修复后进行整体保

洁， 龙场镇负责清理破损路段

积水。 目前，该路段路面已完成

整治， 无扬尘污染和积水情况

出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修文县———

针对群众投诉

完成问题路段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