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 月 11 日，“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 贵州省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十八场“大能源实现大跨越 新

机制应运新时代”在贵阳举行。

70 年来，贵州能源领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能源生产不

断攻坚克难，实现跨越式发展，能

源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实现历史

性改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贵州牢牢把握新时代对能源发展

的新要求， 创造性实施能源工业

运行新机制， 贵州能源实现了跨

越式大发展。

能源保障能力实现大跨越。

通过“三线建设” 集中会战、“西

电东送” 世纪工程，贵州能源供

应保障能力从弱到强， 生产供应

能力大幅提升， 一跃成为全国重

要的能源基地， 能源工业一跃成

为全省第一支柱产业。近年来，贵

州科学有序开发风电、光伏发电，

加快突破煤层气、 页岩气勘探开

发，形成以煤炭、电力为主体，天

然气、光伏、风电全面发展的供应

保障格局。 2018 年，煤炭产量、发

电装机量、发电量分别是 1949 年

的 473 倍、2 万倍和 3 万倍。

能源改善民生实现大跨越。

人均用能水平大幅提高，近年来，

居民用电量、 天然气消费量持续

保持两位数增长，2018 年人均生

活用电量是 1949 年的近 1800

倍。省内电网建设大步前行，2009

年全省电网覆盖范围内“户户通

电” ， 今年全面完成新一轮农网

升级改造， 建成国内先进农村电

网。天然气覆盖率大幅提高，天然

气管网从无到有，天然气“县县

通” 加快推进，2021 年天然气将

通达所有县级城区。 助推脱贫攻

坚成效显著， 能源开发有力带动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能源深化改革实现大跨越。电

力体制改革实现从计划方式向市

场导向的重大转变， 特别是 2015

年启动的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取

得实质性突破， 走在全国前列，竞

争性的电力市场形成规模。煤炭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实

施煤炭工业转型升级攻坚，先进产

能加快培育释放，智能化机械化水

平大幅提高，煤炭工业面貌焕然一

新。 加快实施油气体制改革，大力

推动天然气“县县通” 。

能源科技水平实现大跨越。

能源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取得长足

进步， 生产煤矿采煤机械化率达

到 75%， 率先建立智能化建设标

准，千米钻机、井下机器人正在推

广示范， 煤矿机械化智能化改造

正从跟跑向领跑跃升。 煤层气页

岩气勘探开发实现突破， 初步掌

握了煤层气、页岩气勘探、压裂和

排采技术， 实现勘探开发的商业

化利用。 能源加工转化先进技术

得到应用， 煤制乙二醇项目顺利

投产，煤制聚烯烃、煤制油项目、

煤炭地下气化试点加快推进。 能

源综合利用技术领先， 煤矿瓦斯

抽采利用集中多种技术工艺，抽

采量、利用量跃升到全国第 2 位。

能源区域合作实现大跨越。

发挥能源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

以能源区域合作作为全面合作的

重要纽带。 “西电东送” 实施以

来， 已累计向周边和广东送电超

5000 亿千瓦时。 云贵互联互通、

水火互济正深入推进， 正在谋划

面向东南亚的开放合作。 煤炭合

作贡献巨大，2012 年以来累计向

广西、云南、重庆、湖南等周边省

份外送煤炭近 3 亿吨， 多家企业

在贵州合作开发煤炭资源。

电煤和电力实现稳定均衡充

足供应。 通过汛期电厂存煤制度、

电煤中长期合同制度， 有效促进

煤炭、火电稳定均衡生产。 2017 年

至 2018 年，省内供应电煤同比增

长 33.5%和 14.4%，扭转了多年来

冬春季电煤紧张的局面。 水火发

电权交易等交易机制效果明显，

创新开展水火发电权交易， 深入

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 持续降低

一般工商业电价。 目前，我省大工

业目录电价排名全国第 24 位，具

有竞争力的电价优势开始形成。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贵州能源实现跨越式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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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1 日，记者从

市投促局获悉 ，2019 贵洽会期

间， 贵阳市共签约 30 个项目，签

约金额 166.06 亿元。

在签约的项目中， 协议类

项目 1 个，签约金额 15 亿元；合

同 类 项 目 29 个 ， 签 约 金 额

151.06 亿元。按照六大新兴产业

划分，签约新能源锂离动力电池

生产线项目等先进装备制造业

项目 10 个， 签约金额 76 亿元；

高端泡沫铝新材料生产基地项

目等新材料产业项目 4 个，签约

金额 14 亿元； 腾讯云西南区技

术支撑中心等数字产业项目 6

个，签约金额 5.66 亿元；上海汇

伦口服固体制剂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等健康医药产业项目 2 个，

签约金额 5.5 亿元；洲际酒店等

其他产业项目 8 个 ， 签约金额

64.9 亿元。

此外， 我市还遴选了一批招

商引资项目进行推介， 借助贵洽

会系列活动对外发布 55 个产业

项目， 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项目

16 个，以及数字产业的大数据电

子信息类项目 39 个，总投资规模

达 617.86 亿元。

据了解，为借助 2019 贵洽会

这一投资贸易的专业对外开放活

动平台，实现招商引业新突破，我

市聚焦六大新兴产业的 “建链”

“补链”“强链” 招商需求，结合

“万企洽接、 百链建强、 千企引

进” 产业大招商夏秋攻势行动，

先后举办了多场产业招商活动。

同时，我市于会前走进重点区域、

重点国家和地区， 开展小分队招

商 30 余次， 对接企业 100 余家，

形成一批重点在谈项目； 邀请

100 余家大数据、 中高端制造类

企业开展实地观摩和考察， 加深

企业对贵阳市产业发展的了解，

增强其投资信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海涛）

贵阳在贵洽会上签约30个项目

签约金额 166.06 亿元

清镇市第三中学教育集团二校区教

师李银贵：

用爱为学生撑起一片蓝天

“在你的呵护下我们已经长

大，但总不忍看到你眼角的皱纹、

发间的白丝， 无数次祈祷———时

光啊！你慢些吧！我们这棵精神的

大树是不能老的……” 这是毕业

于卫城中学的周青青同学为老

师李银贵写的散文里的一段话。

2013 年 9 月，周青青失去父

亲， 母亲因车祸没有能力抚养

她，李银贵与妻子一起承担了她

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2017 年 9

月，周青青以优异的成绩被福建

农林大学录取，李银贵替她交了

7500 元的学费。

在很多同事、 家长眼里，清

镇市第三中学教育集团二校区

教师李银贵从教 26 年来， 爱岗

敬业，爱生如子。他根植基层，培

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

1993 年 7 月， 不满 20 岁的

李银贵从镇宁民族师范学校毕

业后，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

清镇市卫城镇青龙农业中学任

教。 青龙农业中学位于全镇海拔

最高的地方， 条件十分艰苦，在

服务的 10 个行政村中， 距离学

校 5 公里以上的就有 7 个，许多

学生每天上学往返要走 15 公里

左右的山路。 因此，学校只得采

取“大中班” 的作息方式，早上

10 点才上课，中午不午休，下午

3 点半就得放学。 到了冬季，多

数学生天还没亮就得出发，而

放学回到家也已经天黑了。 特

别是离校 10 公里左右的大红岩

村， 该村学生在往返学校途中

要经过一条小河沟。 为了保障

学生的安全， 每逢雨天或放学

稍晚时， 李银贵都会亲自护送

大红岩村的学生回家， 并留宿

在学生家里， 第二天又护送他

们上学。

2003 年 8 月，青龙农业中学

因新建微机室，时任教导主任的

李银贵把仅有的 25000 元存款

借给学校办公，保障学校正常运

转。 2004 年 6 月，李银贵担任了

青龙农业中学的校长。 在他的带

领下，学校顺利地通过了全市办

学水平督导评估，并获得了优秀

等次。 教学质量逐年提升，中考

500 分以上人数逐年增多， 在全

市同类学校位列第一。

2008 年 8 月，受上级组织安

排，李银贵离开了青龙农业中学，

来到卫城中学任教。 2010 年，由

于学科教师紧缺， 李银贵肩负起

三个班级的数学课务， 同时担任

一个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 在此

期间， 他积极组织开展整个初中

部的教育教学工作， 参与了中高

考各项重要工作策划， 积极参与

学校“十一五” 教师继续教育迎

检准备工作。同时，指导全年级数

学科教师开展教学工作， 多项教

科研成果在《班主任之友》等国

家级刊物发表并获奖。

2015 年 9 月，因清镇城区学

校教师严重缺编，李银贵与妻子

甘琼以各自所任教学科第一名

的成绩，遴选进入清镇市第三中

学教育集团。

来到学校二校区，李银贵任

教班级的学生全部是农家子弟，

其中多数是留守儿童。 得知这一

情况后，李银贵在学校旁边租了

一个单间宿舍，每天陪孩子们晨

跑、上晚自习，并把办公室搬到

教室旁边， 随时与孩子们谈心，

每个月还与妻子一起给孩子们

包饺子、煮汤圆、熬粥。 三年来，

他从未间断。

由于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和

对学生的爱，李银贵先后多次被

清镇市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

班主任、骨干教师、名班主任、名

教师。 在他的日记里写有这样一

段话：“我们当老师的， 要有广

阔的胸怀，要把天下的学生都当

成自己的子女。 无论走到哪里，

都要用爱心去撑起一片蓝天。 ”

谢孟航

本报讯 9 月 11 日，贵阳市

在贵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举办 2019 年 “我们的节日·中

秋” 诗歌赏析会。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

精神文明办主办，贵阳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贵阳日报传媒集

团、各区（市、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承办。 活动以“爱祖国·

诵经典·传文明” 为主题，通过

诗歌朗诵、独唱、舞蹈、古筝独奏

等方式，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进一步增强爱国、爱家情

感，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巩固提

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营造

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活动在诗歌朗诵 《声律启

蒙》中拉开序幕。 活动分为“阖

家团圆度中秋 ” 和“举国欢庆

迎华诞” 两个篇章。 其中，独唱

《望月》 抒发对祖国的思念之

情、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对师长

的怀 念之 情 。

诗歌朗诵 《游

子吟》 表达了

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

的爱与尊敬之情。舞蹈《但愿人

长久》突出传统特色，古筝独奏

《渔舟唱晚》 表达了对祖国的

赞美。 舞蹈《锦鸡舞》富有少数

民族特色，诗歌朗诵《我的南方

和北方》、歌舞《奋进中国》表

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

对中华文化的赞颂。 最后，全体

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除了此次活动， 贵阳市各

区(市、县)还根据区域特点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 于 9 月 6 日

至 13 日先后举办文艺表演、经

典诵读、国学讲座、瓜灯雕刻比

赛等主题活动，庆祝中秋佳节，

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全市营造欢快、 祥和的节日文

化氛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石照昌）

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

标准体系框架编制完成

本报讯 9 月 10 日， 记者

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经省

政府同意，该局印发了《贵州省

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框架》和

《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

明细表》， 标志着贵州省生态文

明建设标准体系框架正式编制

完成。

《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标准

体系框架》是目前全省最庞大的

标准体系框架， 共分为三级层

次。 一级层次包括基础与管理、

绿色屏障、绿色经济、生态文化

与旅游、生态脱贫、生态环境大

数据六大领域，凸显《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

开展绿色屏障建设制度创新试

验等八大任务。二级层次涉及 35

个方面，三级层次涉及 182 个部

分， 总体涵盖贵

州省生态文明建

设各行业、 各环

节的细化层次 、

重点内容、标准需求，构成了支

撑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完整标

准体系。同时，《贵州省生态文明

标准明细表》 涉及相关国家、行

业、地方标准共 2513 个。

《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标准

体系框架》涵盖了节约集约利用

资源、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国土

空间开发、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

等领域， 有效支撑了能效标识、

水效标识、“领跑者” 制度、用能

权交易、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环境治理等政策措施的实施，可

推动实施循环经济、 美丽乡村、

新型城镇化等生态文明建设标

准化试点示范，并提示各行业自

觉对标生产，在保障生态的同时

实现效益最大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伟剑）

本报讯 9月 11 日，贵阳市

河滨公园管理处开展游乐设施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演练 ， 以提

升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能

力， 切实保障游客的生命财产

的安全。

当天，演练模拟游客在乘坐

游乐设施“大摆锤 ” 时，突遇设

备断电故障， 乘客滞留空中，生

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险情发生

后，救援人员立即启动应急救援

方案 ，开展救援行动，帮助乘客

安全转移至地面。

下一步， 贵阳市河滨公园管

理处将继续加强游乐设施的日

常监管，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和监

管，防微杜渐 ，持续深入开展游

乐项目隐患排查治理，严禁出现

超期未检 、无证上岗 、带病运行

等游乐设施违法违规行为，坚决

防止游乐设施安全事故的发生；

开展安全知识学习及例行检查，

增强经营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

意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贵阳市河滨公园管理处———

开展游乐设施

应急救援演练

简讯

▲9 月 11 日，记者从市公安交

通管理局获悉， 中环路东段渔安立

交处大寨路防护棚拟于 2019 年 9

月 13 日起进行拆除施工， 从 2019

年 9 月 13 日起至 9 月 19 日止，每

天 23 时至次日 6 时将对渔安立交

中环路东段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

制，禁止车辆通行。 （代晓龙）

▲9 月 9 日，记者从省税务局

获悉，近日，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

税务局制定并发布政府非税收入

征收管理办法及首批 4 个非税划

转项目的征管规定共五项制度，为

依法规范我省税务机关政府非税

收入征收管理工作提供了遵循。

（冉婷林）

酒博会

人气旺

9 月 11 日，第九届中国（贵

州） 国际酒类博览会进入第三

天，7 个展馆依旧人气爆棚。

上图为酒博会 3 号展厅人

潮涌动。

左图为酒博会 1 号展厅意

大利展区，参展商向市民推介红

酒。

朱美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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