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月 23 日， 记者从

2019 中国·贵阳国际特色农产品

交易会组委会获悉， 今年农交会

将专设“贵州特色美食区” ，汇集

全省各地特色美食。

据介绍，“贵州特色美食区”设

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北广场，

10个展位集结了来自安顺、 毕节、

印江、凯里、惠水、梵净山、六盘水等

地的特色美食，包括榕江小香鸡、思

南花田粑、梵净山布袋牛肉、黄平菠

萝小米渣、惠水黑毛猪水饺、毕节四

色干吃汤圆、青岩糕粑稀饭等。

9 月 25 日 13 点起， 市民即

可前往农交会展区，以手机扫码

的形式免费进入展会逛展买农

货。 为给前来观展的市民提供更

贴心的服务，农交会期间，市民

可通过手机端进入“嗨可以” 公

众号，获得观展须知、好产品推

介、特色美食介绍等服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农交会专设贵州特色美食区

本报讯 9 月 23 日， 记者

从 2019 中国·贵阳国际特色农

产品交易会组委会获悉， 贵安

新区将组织 10 家企业，携茶叶、

干辣椒、 大米等优质农产品参

加农交会。

据贵安新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农交会上，贵州知黔韵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贵安

新区栗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贵州万安鸿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贵州贵安新区农业综合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

将携带生产的优质茶叶、 干辣

椒、大米、食用菌等产品参展，

旨在通过农交会平台， 展示宣

传本地企业和优质农产品，助

力招商引资。

近年来，贵安新区大力推进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公司

+企业 +合作社” 、发动农户种植

等方式大力调减低效农作物，发

展经济作物。 截至目前，新种植

和管护古茶树 3000亩，实现蔬菜

种植 29000 亩，食用菌培植 1000

万棒，累计培育经果林 12000亩，

改良葡萄 1000亩，改良种植优质

稻 16000亩， 烤烟种植 2353 亩，

中药材种植 500 亩， 菊花种植

1000 亩，家禽出栏 56 万羽，调减

玉米种植面积 5795万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庭静

吴伟剑）

贵安新区将组织 10 家企业参加农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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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晟泰科智能制造车间，一条条

生产线上整齐地摆放着几十台设备，几

名技术工人戴着蓝色帽子，在洁净的车

间巡视稽核， 生产线上的产品备受华

为、小米等电子产品巨头青睐。 从今年

2 月投产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公司

就拿下了近 5000万元订单。这，是高新

区走质量发展道路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高新区“数聚高新，品铸

未来” 的质量文化逐步深入人心，连

续四年在贵阳市质量工作考核中位列

第一， 成功获批全国电子基础元器件

知名品牌示范区、 国家级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 贵州省政务服

务标准化试点示范单位、 贵州省出口

航空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获批筹建

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示范

区和国家大数据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贵州大数据）贵阳高新基地。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高新区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突出高和新的特色，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以实体经

济为着力点， 以提高供给质量为主攻

方向， 走出一条探寻质量发展的创新

之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提升质量谋发展 聚焦特色走出创新之路

贵阳高新区质量提升行动“再升级”

“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引领

区内企业巩固和提升质量工作成效，

通过培育一批典型质量提升项目，以

点带面推动全区企业树立质量第一

的强烈意识，确立一批自主培育的质

量标杆，不断提升企业质量经营管理

水平，带动贵阳高新区大力提升发展

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质

量优势。 ” 为实现这个目标，贵阳高新

区从企业自身需求出发，开展质量提

升活动。 对标 GB/T� 19580 卓越绩效

管理标准，高新区组织国内知名质量

专家，对区属 12 家骨干企业开展质量

提升诊断活动，通过集中培训、现场

诊断和通报分析，诊断“体检” 出企

业存在的 58 个质量管理问题， 提出

改进建议 39 个。 在全省率先举行企

业质量诊断暨质量提升通报分析会，

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和企业

的广泛欢迎。

今年，高新区对全区 18 家企业申

报的 21 个质量攻关项目，高新区组织

专家进行评审和综合评价， 筛选了 3

家企业的 4 个项目实施“靶向治疗” ，

明确质量提升定量指标， 项目组为企

业提供技术指导， 分析梳理质量攻关

项目的成果输出和效益， 总结分析并

形成典型案例和经验向全区推广。

“这些项目，有关于产品质量、服务质

量和管理质量的， 通过质量技术和质

量管理方法的提升， 促进企业查找出

生产经营管理中的薄弱环节， 积极应

用新技术和新方法， 促进企业向质量

和管理要效益。 ” 贵阳高新区深化质

量强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区质监

分局局长张斌说。

贵阳高新区强化政策对质量创新

的鼓励，研究制定并出台了《贵阳国家

高新区十三五质量发展规划》《贵阳国

家高新区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

施意见》《贵阳高新质量奖管理办法

（试行）》《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 （试

行）》《实施“标准化 +” 行动 加快形

成标准化成果的实施规定》《大数据标

准化建设实施方案》《加快检验检测认

证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加快检验检

测认证服务业发展十条政策措施 （试

行）》《创新检测券实施办法》 等系列

政策措施。 区域宏观质量政策从无到

有，形成鼓励质量提升的较为完备的政

策体系。

为弘扬“企业家” 和“工匠” 精神，

高新区先后组织区属部门及重点企业

高管 108 人赴武汉、上海等地开展首席

质量官和质量管理知识培训， 首批 10

名企业高管成为高新区首席质量官。 贵

阳高新质量奖针对企业质量高管设立

了个人奖，针对广大一线员工设立了工

匠奖。

为鼓励加快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业

发展，高新区对项目引进、品牌、创新平

台等 10 方面给予激励， 形成了促进产

业集聚、招商引资、质量提升和规模发

展的政策导向。

为鼓励大数据技术标准创新， 从标

准立项、 标准发布到标准试验验证、应

用推广和试点示范， 从引入标准化机

构、培养标准化专业人才到开展标准化

合作交流，形成涵盖标准化工作“全流

程” 、覆盖标准化工作“全要素” 的激励

政策，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一定的引领

和示范作用。

创新政策引领 释放企业活力

今年全国“质量月” 期间，高新区举

办了为期 3 天的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

训活动。 “这个培训，很有实际意义，让

我们对全面质量管理有了一个新的认

识，推动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 中国

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质管员陈忠学说。

高新区高度重视企业在质量创新

中的主体作用， 鼓励企业开展质量创

新。 目前，高新区已连续 4 年举办 QC

小组培训及成果交流发布， 共获得 3

个全国优秀奖、4 个贵州特等奖、45 个

贵州优秀奖。 组织国内相关专家为企

业开展卓越绩效管理、QC 小组理论和

实操 、6S/5S、精益管理 、品牌管理 、质

量诚信、质量信得过班、大数据标准化

等培训 55 场，服务 160 余家企业 1600

余人次，深受企业欢迎，极大地调动了

区属企业质量强企、 争创品牌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质量第一、 勇于创新、

追求卓越” 的质量精神在全区蔚然成

风。

“每年我们都会举办这样的提升培

训，通过典型示范、专家辅导、选优评优

等方式，带动参会人员的积极性。 ” 贵阳

高新区深化质量强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区质监分局局长张斌说。

办好特色培训 打牢质量基础

利用自身大数据优势， 贵阳高新区

创新“互联网 + 质量提升” 模式，创新质

量综合管理、 行政执法和公共服务的数

字化、 智能化新模式， 推进质量技术资

源、信息资源、人才资源、设备设施向社

会共享开放，建设高新区“智慧质监” 平

台，建成电梯维保质量星级评价（实时）

体系平台、 特种设备远程定位服务平台

和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

高新区发挥大数据企业集聚的优

势，建设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贵州

大数据）贵阳高新区基地标准应用、标

准验证评估、 标准人才培养和标准协

同创新四个公共服务平台。

依托“智能制造” 改造提升，高新

区实现工业转型向“新” 要劲，传统企

业借助大数据实现质量提升和转型升

级。 作为我国汽车发电机用整流二极

管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贵州雅光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航天云网等

公司合作， 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大数

据融合升级改造， 搭建起企业管理决

策的数字化支撑平台。 改造后，公司产

量提升 58%，良品率提高 33%，经济效

益提高 15%， 还敲开了国际汽车高端

主机市场的大门， 真正实现了提高质

量、扩大产能、降低成本、增加效益。

发挥大数据优势 探索质量提升新模式

实施质量诊断 精准靶向治疗

聚焦特色 走出创新之路

高新区 2018 年质量诊断暨质量提升通报分析会现场。 （资料图片） 高新区质监分局 / 供图

今年以来，贵阳高新区围绕“高标准要求、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

展” ，把准新时代的质量发展方向，把质量发展摆在战略位置来抓，突出

高和新的特色， 大力实施深化质量强区战略， 以质量提升增强区域高质

量发展优势。

很多人并不知道，全国第一辆

后装式垃圾车是由贵阳市环境卫

生科研所于 1984 年研发并制造

的， 至今这种垃圾车仍是贵阳环

卫工的好帮手。

“1985 年 9 月 4 日， 由国家城

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等部门专家组

成的鉴定委员会认可了我们研制

的后装式垃圾车， 认为这种完全

用国产零部件及原材料造的垃圾

车， 为我国环卫作业提供了新车

种。 ” 贵阳市环境卫生科研所原

所长郑原子对当年 《贵阳晚报》

有关此事新闻报道记忆犹新。

作为这款垃圾车的设计者之

一，郑原子毕业于贵州工学院机械

系机制及环境工程专业，于 1984 年

通过贵阳市人才引进来到贵阳市环

境卫生科研所工作， 和同事一起投

身于环卫设施的研发。

“当时，国内收运垃圾多用侧

装式垃圾自动装卸车， 在作业中

翻装环节多，密封性差，容易造成

二次污染。” 郑原子说，为此，他和

同事们在研发过程中， 特别注重

提高垃圾收运过程中的自动化强

度， 在借鉴国外类似车型的基础

上，前后改了 4 稿，画了 400 多张

图纸，并于 1984 年 12 月底研制出

了样车。

据郑原子介绍，这款垃圾车可

收集 10 吨垃圾， 工效提高了 6 倍

以上，为环卫劳动者大大减轻了劳

动强度， 缩短了工作时间。 同时，

这款垃圾车适用于城市和中小城

镇的垃圾收运工作，逐步代替用来

收集垃圾的人力手板车、垃圾桶和

垃圾台，并在全国推广运用。

1990 年，贵阳市开始着手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而垃圾处理就是其

中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时，云岩区和南明区各有

一个垃圾填埋场，这两个填埋场既

不规范，管理上也不科学。 ” 郑原

子说。 于是，贵阳市的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场建设提上了日程。 由他设

计的两个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此

后建成投用。

“这两个卫生填埋场的两种工

程技术工作， 还成为建设部 2004年

科学技术项目计划———试点示范项

目。 ”郑原子说，其中在防渗技术体

系中，使用的高陡边坡治理及人工衬

层锚固技术，为当时三峡周边的填埋

场提供了技术支撑。

随着贵阳市的经济社会不断发

展壮大，环卫设施也一步步完善。 如

今， 贵阳市城管系统有垃圾中转站

118 座，免费公厕 622 座，高压清扫

车、机扫车、洒水车、人行道清扫车、

餐厨垃圾收运车等环卫作业车辆设

备近 2000台， 建成投产生活垃圾终

端处理设施 7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开栏语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贵阳

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其中， 既离不开市委、市

政府对城市建设管理工作

的重视，也离不开行政主管

部门———贵阳市城市管理

局几代人的努力付出。本报

今起推出 “献礼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 城管人与贵阳

共成长” 专栏，以城管人的

视角讲述他们眼中贵阳 70

年来的变化。

市环境卫生科研所原所长郑原子：

全国首辆后装式垃圾车 贵阳研发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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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3 日，记者从

2019 中国·贵阳国际特色农产品

交易会组委会获悉， 截至 2018

年， 贵州省茶园面积突破 700 万

亩，位居全国第一。

为建设高品质的茶园， 贵州

坚持林中有茶、 茶中有林的生态

建园模式， 并在全国率先禁止使

用水溶性农药， 包括国家明令禁

止使用农药 58 种、贵州茶园禁用

农药 123 种。同时，贵州制茶以机

械化、规模化、自动化、清洁化为

主，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手工制茶为辅的加工方式，确

保茶叶干净、卫生。

品质方面， 贵州绿茶水浸出

物含量 40%以上， 比国标高 6 个

百分点；氨基酸含量 4%，比国标

高 1 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

“翡翠绿、 嫩栗香、 浓爽味” 的

“贵州绿茶” 是全中国首个省级

茶叶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贵州

还有“绿宝石”“都匀毛尖”“湄

潭翠芽”“遵义红”“凤冈锌硒

茶”“安顺瀑布毛峰”“正安白

茶”“开阳富硒茶” 等区域品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虹飞）

贵州茶园面积全国第一

截至 2018 年突破 700 万亩

本报讯 今年是 《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

简称《行政复议法》）实施 20

周年，记者 9 月 23 日从市司法

局获悉，20 年来， 全市依法受

理行政复议申请近 6000 件，总

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自 1999 年 《行政复议法》

实施以后 ， 我市先后制定了

《贵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工

作规程》《贵阳市人民政府行

政复议案件办理流程》等一系

列制度，按照《行政复议法》

的规定配备机构负责行政复

议工作，并将《行政复议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

法实施条例》列入行政执法人

员培训的必修课程 。 2013 年

起，我市还积极探索行政复议

的新举措，启动行政复议委员

会试点工作， 经过不断实践，

初步建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的行政复议工作机制。

通过加强领导、强化保障、

健全制度、创新方式、畅通渠

道等方式，我市行政复议工作

日趋规范化 ， 公信力不断提

升。《行政复议法》实施 20 年

来，全市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

请近 6000 件， 总体呈现上升

趋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行政复议法》实施 20 年来———

全市依法受理

近 6000 件行政复议申请

本报讯 10 月 23 日 11 时

左右， 人民大道南段节点性工

程———五眼桥项目点二号桥最

后一节段钢箱梁吊装对位焊接

精准固定， 标志着人民大道南

段首座钢箱梁主体结构施工顺

利完成。

由中铁五局贵州公司负责

施工的人民大道南段五眼桥二

号桥桥梁全长 412.5 米， 其中

160米的钢箱梁跨南明河和解

放西路与玉厂路交叉段共计两

跨， 为人民大道南段控制性工

程之一。 160 米的钢箱梁下部

结构施工， 由每组 4 根钢管柱

支撑组成共计 84 组，上部结构

钢箱梁共由 17 节组成，总重量

达 3600 吨。

据项目经理吴辉介绍，在

跨河道这个位置， 采取围堰半

幅施工， 把水体和施工区域隔

离起来，用龙门吊进行施工，以

此减小对河道的影响； 而跨路

这一区域采取支架施工， 用吊

车进行吊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文 / 图）

人民大道南段首座钢箱梁

主体结构施工顺利完成

图为人民大道南段首座钢箱梁主体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