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12 月 2 日

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 今年 1

月至 10 月，全省新设立市场主

体 50.13 万户， 平均每天新增

1600 多户市场主体。

截至 10 月底， 全省各类市

场主体累计达 293.56 万户、注

册资本 7.23 万亿元， 同比分别

增长 10.31%� 、11.38%。 其中，企

业 74.06 万户、注册资本 6.92 万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0.99% 、

11.47%。 从市场主体户数总量

看，全省排名前三的地区分别为

遵义市 54.75 万户 、 贵阳 市

53.90 万户、毕节市 45.02 万户；

从市场主体注册资本总量看，全

省排名前三的地区分别为贵阳

市 3.09 万亿元、 遵义市 0.82 万

亿元、毕节市 0.56 万亿元。 从产

业分布情况看， 全省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市场主体

户数占比分别为 7.74%、8.46%、

83.8%。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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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 日上午，市科

技局与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贵阳市科技创新引导基

金委托出资协议》， 标志着贵阳市

科技创新引导基金（以下简称“科

技创新引导基金” ）正式设立。

科技创新引导基金由市政府

授权市科技局出资设立。 基金总

规模达 25 亿元，其中，政府财政

性科技专项资金出资 5 亿元，其

他社会资本出资 20 亿元。 主要投

向大数据、电子信息、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中高

端制造等产业。

与以往的引导基金不同，该

基金将致力于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助推创新创业发展，投资方向

偏向早期创新型项目。 基金既可

设立参股注册在贵阳市的各类天

使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也可

直接投资于处于初创期、种子期、

成长期的科技型企业， 或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创业项目。 此

举既可以带动国际、 国内高层次

人才落户贵阳创新创业， 也对提

高全市科技创新能力， 推动高水

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型

中心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在基金运作方面，科技创新引

导基金不以营利为目的，鼓励设立

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创业投

资基金，采取阶段参股、风险补偿、

投资保障等方式，扶持初创期科技

型企业发展，最大限度引导社会资

本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领域。

在扶持企业方面， 由以往的

无偿变为有偿、拨款变为投资、资

金变为基金，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

作用促进科技创新， 从而达到助

推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财政投入

方式、 实现财政投入放大和国有

资产保值升值的双赢结果。

目前，贵阳市已设立工业和信

息化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服务外包

及呼叫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引凤高

技术产业发展基金等多支产业引

导基金。 设立科技创新引导基金，

是市政府落实 “加快发展不同生

命周期的产业投资基金” 的具体

举措，对贵阳市科技成果转化具有

重大促进意义，将极大丰富和完善

产业引导基金投资周期、投资领域

内涵，进一步推动以高新技术企业

为核心的创新主体聚集发展，共同

保障全市科技产业做大做强，更好

地助力实现 “一品一业、 百业富

贵” 发展愿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婧

尹香力 / 文 岑继维 / 制图）

我市设立科技创新引导基金

总规模达 25 亿元，主要投向大数据、中高端制造等产业

本报讯 12 月 2 日， 记者

从贵州省市场监管局获悉，该

局正式启用“12315” 平台，实

现市场监管投诉举报一个号码

对外、一个平台处理。 今后，消

费者拨打“12315” 热线或者登

录全国 “12315” 平台门户网

站， 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提

出诉求。

目 前 ，“12365”“12331”

“12358”“12330” 四个热线均

已关闭咨询投诉举报功能，将由

“12315” 热线统一对外提供市

场监管咨询投诉举报服务。消费

者通过拨打“12315” 热线，不仅

能进行消费维权投诉，还能对制

售假冒伪劣、 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价格违法、知识产权侵权等

市场监管职责方面的问题进行

投诉举报。 依托这个新平台，形

成国家、省、市、县、乡上下五级

贯通的行政执法体系，实现一号

对外、各级承办、部门依责办理

的投诉举报处置流程。

接下来， 贵州省市场监管

局将按照“六统一” 原则，即统

一热线号码、统一运行平台、统

一工作机构、统一制度规范、统

一分析研判、统一绩效评价，对

平台进行升级改造， 以处理投

诉举报为重点， 探索推动新平

台与市场监管执法办案系统、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企业

法人库等业务系统互联互通、

数据共享， 实现投诉举报统一

指挥调度、处置流程高效管理、

执法办案无缝对接的全新监管

模式。 根据计划，到 2020 年底，

基本建立“一个号码（平台）受

理、一套流程处理、一个标准统

计、一个窗口对外、一个部门负

责” 规范统一、 高效权威的

12315 执法体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我省市场监管

启用“12315” 平台

公司分立公告

贵阳神奇星岛酒店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20103714362177F） 经股

东会决定：将本公司派生分立为贵阳神奇

星岛酒店有限公司与贵阳百强酒店有限

公司，分立前贵阳神奇星岛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 分立后贵阳神奇星

岛酒店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贵阳百强星

岛酒店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万元。 分立

前公司的债务由分立后的两家公司共同

承担，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登记债权。

公司联系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

华中路 117号龙港国际中心东楼 23楼 F座

公司联系电话：0851-85211608

�������公司联系人：杨嘉

贵阳神奇星岛酒店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30日

变更公告

贵阳南明区写作书画学校，办学许可证

号：教民 152010270000831，因经营原因，经

理事会研究，决定变更以下内容：

1、法定代表人变更为 张丽娜；

2、办学地址变更为：市南路 110号；

3、办学科目变更为：写作、书画培训、英

语、语文、数学、化学。

4、学校名称变更为：贵阳南明区文趣文

化艺术培训学校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个

工作日内联系处理相关事宜。 逾期不报视为

没有提出要求。 联系人：张老师，地址：市南

路 110号，电话：0851-85508289

贵阳南明区写作书画学校

2019年 11月 2日

今年 12 月 1 日是第 32 个“世界艾滋病日” ，今年我国宣传活动的主题为“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

国我行动” 。 当天，由贵阳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南明区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的贵阳市 2019 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花果园购物中心举行，“艾滋病检测月” 和“性病防治

主题宣传周” 活动同时启动。 据了解，目前我市各医疗机构均开展了 HIV 筛查项目，包括术前检测、孕产

期检查、血制品检测、相关职业从业体检等，各级疾控中心和综合医疗机构也开设了自愿咨询检测门诊，

提供免费检测服务。 图为市疾控中心志愿者向市民发放防范艾滋病宣传资料。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 文 郭然 / 图

贵阳市 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本报讯 日前， 由贵阳市委

老干局主办的贵州省第六届老干

部工作创新大赛贵阳分赛区选拔

赛举行，全市各区（市、县）委组织

部（老干局）和部分市直相关单

位等选送的 16 个老干部工作创

新项目作品参加比赛。

比赛采取选手陈述、PPT 演

示、现场提问、现场点评等方式

进行。 在当天的比赛现场，参赛

选手分别就“组织老干部助力脱

贫攻坚”“推进老干部工作精准

化信息化”“老干部工作助推老

龄事业健康发展”“‘互联网 +’

老干部工作” 等创新实践项目上

台进行了演示说明，随后，评审组

从创新项目现状、背景、发展、成

效、 后续思考等方面进行提问和

打分。 经过激烈角逐， 乌当区委

老干局、 白云区委老干局荣获一

等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贵州省第六届老干部工作

创新大赛贵阳分赛区选拔赛落幕

本报讯 11 月 30 日， 贵州

省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日活动在

贵阳举行，100 余名市民参观了

南明河水质自动监测站，进一步

认识保护水环境的重要性，传播

环保知识。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让公众

近距离接触与了解水质自动监

测站的组成、 运行以及管理过

程，进一步认识保护水环境的重

要性，传播环保知识，从而激发

市民的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

当天，参加活动的市民参观

了位于花溪区董家堰的南明河

水质自动监测站，并在工作人员

的引导下了解水质监测仪器的

工作原理、监测项目、水质参数

指标、 饮用水源保护等相关知

识。 同时，现场举行了水环境知

识问答互动游戏，市民还在专业

人士协助下亲自动手检测水质，

体验水质监测工作。 “相比过去

使用的监测仪器来说，今天所接

触到的水质监测仪器更科学有

效，不仅减少了测量中繁琐的工

作流程，测量出来的数据也更加

精确。 ” 参加活动的贵州师范学

院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学

生袁旗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庭静）

贵州省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日活动举行

市民参观

南明河水质自动监测站

本报讯 12 月 2 日， 记者

从贵阳市交管局获悉， 该局近

日将贵阳高新区沙文区域划定

为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

开放道路测试区域， 这是全省

首个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

驶）开放道路测试区域。

该测试区域环线总长约 25

公里，主要包括白金大道、创筑

路、 同城南路等 21 条主道路，

测试里程共计约 115 公里。 测

试区域包含了高速公路、 城市

道路、乡村道路、研发管理与调

试区等主要功能测试区， 以及

街道、标识、信号灯等丰富的城

市模拟系统， 覆盖了高速、桥

梁、隧道等完备的道路体系，共

计 100 多种测试单元、30 多个

应用场景， 每天测试车辆规模

最高可达 60 辆。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

开放道路测试区域的划定，标志

着我市自动驾驶从封闭测试走

向开放道路测试，不仅有利于推

动自动驾驶产业与大数据产业

良性互动，还可吸引许多全球的

自动驾驶相关产业测试公司到

高新区开展合作，有效促进中高

端制造与实体经济发展。

位于贵阳高新区沙文区域

的贵州翰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

司成为第一家在该区域测试的

公司，该公司首席运营官曹雨腾

说：“丰富的路况和道路场景，

意味着可以采集到更多的数据。

自动驾驶需要测试大量的数据，

开放这样的测试道路，对于自动

驾驶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蕾）

全省首个自动驾驶开放道路

测试区域在贵阳高新区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