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快递信息快递

领英首次发布中国

顶尖创业公司榜单

满帮集团

成功上榜

本报讯 9 月 4 日，全球最大

的职业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

首次发布 2019 年顶尖创业公司

榜单（中国），满帮集团凭借极强

的人才吸引力和品牌好评度成功

上榜。

据了解， 本次榜单为全球同

步发布，也是领英继美、英等国家

之后，首次发布中国企业榜单。

此次榜单由领英编辑团队

和数据科学家对 6.45 亿会员的

数十亿条动态信息进行分析得

出，主要从企业的“员工人数增

长”“参与度”“职位关注度”

“优质求职者关注度” 四个维度

进行考察， 最终评选出字节跳

动、滴滴出行、满帮等 25 家当下

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的创业公

司。 榜单中对满帮的评语为“满

帮是一家互联网物流科技公司，

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整车运力调度和物流

信息智能化”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本报讯 9 月 10 日， 花溪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部署会议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认真按照中央、省委、市委部

署要求， 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和责

任使命，扎实开展好主题教育。

会议指出， 全区上下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领会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的重大意义，自觉对标对表，全面

落实开展主题教育的目标任务。

坚持主题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

减， 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

主线 ，准确把握“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 总要求，在

以高标准要求、高质量发展、高水

平开放助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大

局中找准角色定位， 扛起责任使

命， 在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当先锋、作表率。

会议强调， 要注重因地制宜，

切实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全过程。 做到

原原本本对标学、 专题研讨深入

学、多种形式融合学，发挥好花溪

党性教育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 革命遗址等的作用， 开展好

“我和我的祖国” 群众性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组织好马金涛同志先进

事迹巡回宣讲， 抓好警示教育等，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规矩意

识。 聚焦中心工作任务，结合高标

准要求、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认真开展领题调研， 破解党的建

设、壮大实体经济、农村产业革命

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群众反映

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刀刃向内

的自我革命精神， 认真检视反思，

从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等

方面深入剖析，真刀真枪找准问题

症结，以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

不彻底不放手、群众不满意不认可

不罢休的精神，紧盯专项整治问题

和查摆发现问题，全过程抓好整改

落实。 要加强主题教育的组织领

导，突出以上率下、强化责任落实，

突出服务大局、 强化统筹兼顾，突

出问题导向、强化具体深入，突出

氛围营造、强化宣传引导，突出分

类指导、强化督促问效，确保主题

教育扎实有效推进。

会议要求， 全区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市委部署

要求上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主线、聚焦

主题，牢牢把握总要求和总目标，

统筹推进四项重点措施， 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主题教育

取得实效。要深入学习领会、提高

政治站位，要深刻认识把握、明确

目标要求，要深谋推进落实、确保

取得实效。 要把主题教育与贯彻

落实市委十届七次全会、 区委十

一届六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

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等各

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围绕“一

品一业、百业富贵” 发展愿景，紧

扣“成为全市开放发展的‘增长

极’ ， 打造中高端大众消费品制

造核心承接区” 的发展定位，坚

持抓具体抓深入， 以整改落实的

实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灵秀花溪 活力经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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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9月 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田军 /�版式：陈苇

本版稿件由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詹燕、黄菊统筹

花溪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部署会议强调

以强烈政治担当和责任使命

扎实开展好主题教育

本报讯 9 月 9 日， 花溪区

委常委（扩大）会议举行，传达

学习贯彻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相关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要认真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聚

焦“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 总体目标要求，紧密联系

实际，结合中央、省委、市委、区

委的安排部署，真正做到学、思、

用相结合。 要抓重点攻难点，紧

扣精准、突出整改抓落实，确保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 “清零” 任

务，要着眼长远，用发展的眼光

统筹谋划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等乡村振兴

各项工作。 要加强党对公安工作

的绝对领导， 深化改革创新，加

快公安大数据建设，加大对公安

工作支持保障力度，永葆忠诚本

色、履行职责使命，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要以决战决胜的姿态扎实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各项

工作，全力以赴维护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以优异的成绩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

会议强调，要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锤炼忠诚干净担

当的政治品格， 始终保持理论清

醒，坚定政治立场，准确把握正确

的斗争方向、立场和原则，不断加

强思想淬炼、 政治历练和实践锻

炼，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导和推动工作。 要

聚焦“四大考验” ，正视考验、直

面问题，善于在斗争中增加本领、

破解难题。 要严防“四大危险” ，

践行新担当新作为的新时代斗争

精神，自觉找问题、找差距、抓机

遇、谋发展，奋力推进全区各项事

业迈上新台阶。要强化理论武装、

坚定理想信念，紧扣“成为全市

开放发展的‘增长极’ ，打造高端

大众消费品制造核心承接区” 的

发展定位，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把勇

于担当贯穿于高标准要求、 高质

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全过程。要

常补精神之钙、勇挑担当之责、树

立正确用人导向、强化干部储备，

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

部处理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把坚定理想信念、 对党绝对忠诚

融入生命和灵魂。

（文林）

花溪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举行

学习贯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相关会议精神

本报讯 9 月 6 日， 花溪区

政府常务会议举行，传达学习全

省 2019 年留守儿童关爱救助保

护工作现场推进会精神，部署相

关工作。

会议指出， 做好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的关爱救助保护工作，

关系儿童切身利益和健康成长，

关系社会稳定、人民安康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全区政府

系统要高度重视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的关爱救助保护工作。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措

施，深入学校、家庭对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进行全面排查，做好学

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效衔接；

要落实好各项就业援助政策，帮

助更多家庭的父母实现就近就

地就业；要强化家庭监护的主体

责任，优化关爱条件，改善农村

应用教育基本办学条件，加大农

村技术型学校建设力度；要引导

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工作者等

专业人士对留守儿童和困境儿

童提供心理疏导，营造亲情关爱

的浓厚氛围。 （文林）

花溪区政府常务会议举行

部署留守困境儿童

关爱救助保护工作

本报讯 9 月 10 日，花溪区

教育大会举行，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以及全国、全省、全市教

育大会精神，对全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教育工作作出安排部

署，并对 30 名优秀校（园）长、

100 名优秀教师和 46 个教育工

作先进集体进行集中表彰。

近年来，花溪区始终把教育

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全力推进教

育事业优先发展，2016 年顺利通

过国家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评估验收，被列为“西部教学改

革支持活动” 国家项目试点区

县，2017 年正式启动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工作，教育事业发展

持续取得新成效，尤其在夯实教

育基础、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特

色品牌创建三个方面作出了新

贡献。

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的使命感，聚焦公

平优质均衡，大力推动基础教育

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大力推进

教育高质量、均衡化发展，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要落实立德树

人任务， 抓实抓好德育教育，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加强校园文化

建设； 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大

力开展教学教研工作，加大教师

教育培训力度，加强优质学校创

建；要促进教育公平普惠，加强

学前教育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提高普通高中教学

质量； 要提升教育管理水平，加

强学校管理层管理，推行书记局

长进课堂，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和教育， 健全机制，严

格考核。

会议要求，要共担教育大任，

共谋教育大计， 用实际行动关心

和支持教育事业、 加快基础教育

现代化进程，促进教育高质量、均

衡化发展，确保花溪的教育“一

年有起色、两年见成效、三年大突

破” 。 要围绕以高标准要求、高水

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助推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 进一步织牢农村义

务教育的“兜底网” 、织牢以强带

弱的“帮扶网” 、织牢教育扶贫领

域的“廉政网” ，服务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 开创教育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新局面。 要大力开展“校农

结合” 、科研合作和人才培训，服

务农村产业革命。 要依托职业教

育培养高技能人才、高科技人才，

服务高质量发展。 要全面加强党

的领导，凝聚教育发展合力，压紧

压实责任， 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就打造教育强区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 花溪区将围绕

发展高质量教育事业，加快教育

规划修编， 加快教育工程建设，

加快教学设施配备，加快民办教

育发展；围绕建设、壮大高素质

教师队伍，提升教师素质，激发

教师干劲；围绕打造高标准教育

强区，加大教育改革力度和指导

力度，打造教育品牌；围绕“一年

有起色、两年见成效、三年大突

破” 的目标，统筹资源力量，汇聚

强大合力，强化教育投入、强化

责任落实、强化教育扶贫、强化

校园安全、强化督查考核，全力

以赴推动教育改革发展任务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花溪区教育大会要求

全力推动教育改革发展 建设更高水平教育强区

本报讯 9 月 9 日，2019 贵

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营商

环境研讨会举行， 会上展示了

10 个营商环境省内外先进典型

案例，贵阳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

“八个一” 案例名列其中。

据了解， 本次研讨会是 2019

“贵洽会” 的系列活动之一。此次

展示的营商环境先进典型案例，

有 5 个省外典型案例来自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典型做

法的通报和第三方机构营商环境

评估排名，5 个省内典型案例来

自贵州省 20 个省直单位、62 个

市、县申报的 312 个案例。

作为贵阳市唯一入选的案

例，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八

个一” ，即一门一站服务 、一表

一套资料受理、一窗一网通办、

一事一次办成， 着力解决企业

和群众反映的办事难、办事慢，

多头跑、来回跑等突出问题。 经

开区政务服务中心通过优化再

造办事流程、精简办事材料、压

缩审批时限、建立多部门“合署

办公、信息共享 、并联审批 ” 工

作机制等措施，开展不动产、企

业开办、工程建设项目、公共交

通四个类别的 18 种“集成套餐

服务” 。

在“八个一” 的推动下，经

开区的 “集成套餐服务” 取得

显著成效。 依托“贵阳市企业开

办全程电子化系统” ，经开区率

先在全市推行企业开办 “集成

套餐服务 ” ， 推行工商注册登

记、银行开户、税务发票核准领

取、印章刻制、企业社保登记等

手续“一网通办” ，将企业开办

时间压缩至 1 个工作日。 开展

工程建设项目 “集成套餐服

务 ” ， 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加

速，审批时限由过去平均 250 个

工作日压缩至现在的 100 个工

作日以内。

在经开区的 6 个不动产交

易登记“集成套餐服务” 中，所

需材料由 151 份精减到 51 份 ，

精减近三分之二，实现“一套资

料 、一表通办 ” ，现场办理时间

压减到 1 小时内办成，审批时限

由原来的 35 个工作日压缩到现

在最多不超过 5 个工作日，办理

结果可通过邮政免费送达。为更

好地服务群众，经开区政务服务

中心还在去年初推出老年人公

交乘车卡 “集成套餐服务” ，去

年共办理业务 19563 件， 今年 1

至 8 月共办理业务 15172 件。

下一步， 经开区政务服务中

心将继续以“八个一” 推动“集

成套餐服务” ， 进一步优化办理

流程、压缩办理时长，更好地服务

辖区企业和群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2019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营商环境研讨会展示 10 个营商环境先进典型案例

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八个一” 案例入选

本报讯 9 月 6 日， 市委宣

讲团来到经开区宣讲市委十届

七次全会精神。

宣讲中， 市委宣讲团成员贺

祝群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中共贵

阳市委关于以高标准要求、 高水

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助推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 对市

委十届七次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

浅出、生动形象的解读。

大家表示， 将进一步增强责

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落实市委十届七次全会

精神，扎实推进省委、市委、经开

区党工委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

全力抓好对紫云县、 罗甸县木引

镇的结对帮扶工作。

（杨程龙）

市委宣讲团到经开区

宣讲市委十届七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 为营造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

厚氛围，9 月 6 日，花溪区图书

馆开展“我们的节日” 系列活

动之 “感念师恩·浓情中秋”

活动。

据介绍， 开展此次活动，

旨在引导少年儿童尊重教师、

崇尚知识，进一步营造尊师重

教的良好社会氛围。 同时，让

少年儿童体验中秋文化习俗，

营造节日氛围，增强对传统文

化的了解。

活动中，花溪区图书馆的

工作人员为小朋友讲解了中

秋节的来历， 带领孩子们共

同赏析有关中秋佳节的中华

古诗词，还一起动手做月饼、

制贺卡， 以表达对老师的节

日祝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图为小朋友在花溪区图

书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做

月饼。 秦媛 摄

花溪区图书馆———

开展“感念师恩·浓情中秋” 活动

首届全省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开展赛前集训

300余名网络高手集结经开区

本报讯 9 月 4 日， 首届贵

州省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在位于

经开区的贵阳大数据安全产业

展示中心开展赛前集中培训 ，

300 余名来自全省各地的网络高

手集结于此，深入了解大赛竞赛

规则。

培训中，培训老师介绍了竞

赛平台使用规则、 模式规则和

注意事项。 参加培训的参赛人

员对比赛工具的使用， 以及常

见考点的解题方法等进行了详

细了解。

本次竞赛活动由贵州省委

网信办、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公安厅、省人社厅、省大数据局、

省通信管理局、省总工会主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本报讯 9 月 6 日， 花溪区

举行 2019 年“书香花溪 劳动最

美” 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征文、职工演讲比赛颁奖

仪式。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花溪区自 7 月起开展此

次征文和演讲比赛， 以充分展示

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引导

广大职工爱岗敬业、团结奋进、苦

干实干。活动由花溪区委宣传部、

区委统战部、区直机关工委、区总

工会主办，区文联承办。

在当天的决赛现场 ，24 位

参赛者通过征文、演讲等形式,

多方位展现了花溪广大干部职

工立足新时代， 深入学习领悟

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共筑中国梦的决心。

经专家评定，花溪区中医院

王婷创作的 《钟灵毓秀 花溪》

获征文活动诗歌、 小说类一等

奖，花溪区融媒体中心田花创作

的 《雷月琴 爱与江河同在》获

散文类一等奖；溪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肖雯晨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获演讲比赛一等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花溪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征文和演讲比赛颁奖

▲9 月 6 日， 花溪区调

研组到改貌铁路口岸开展

调研时要求，各相关乡镇和

部门要全面支持口岸建设，

不断为企业压缩办事时间，

全力做好服务，同时做好口

岸配套规划， 完善功能设

施，提升服务能力，带动周

边区域建设，助力地方经济

发展。 （文林）

▲9 月 5 日， 花溪区政

府系统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安全稳定工作部署会

议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守住政治安全的底线，

抓好反恐防恐、安全生产等

工作，夯实和谐稳定的社会

基础，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和满意度。

（任雪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