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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9 日， 记者从

贵阳综合保税区获悉， 今年 1 月

至 6 月， 该区重大项目和重点工

程累计完成投资 17.09 亿元，为

全年目标任务的 231％，顺利实现

“双过半” 。

今年上半年， 贵阳综保区认

真贯彻落实市委十届五次全会

精神，按照“高标准要求、高水平

开放、高质量发展” 总体要求，紧

盯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目标任

务，立足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政策

和功能优势， 狠抓经济运行工

作。 围绕“一品一业、百业富贵”

发展愿景，紧盯重大项目，加大

协调力度，确保围网区（二期）

建设项目、汉能系列项目等重大

项目按照序时进度推进，如期投

产达成。

据了解， 汉能系列项目中的

汉瓦项目已于 4 月 30 日实现通

线试产，汉瓦 1 号厂房及配套动

力中心、 锅炉房主体已建成，正

在进行动力设备基础施工等收

尾工程；汉墙（一期）项目涉及

的环评预评审、设计方案等前期

工作已初步完成，已于 7 月中旬

进场施工；米亚索乐项目主体建

设已完工， 正在推进项目外环

境、 内部装修及设备安装工作；

研发中心项目工程量总体已完

成 50％，预计将于 8 月底前完成

整体装修并投入使用。

围网区（二期）建设项目规

划方案调整已基本通过相关司局

审查，正按要求完善资料。 项目规

划建设方面，已联同白云区、贵阳

控股集团等成立二期项目建设现

场指挥部，目前，土地房屋征收工

作正顺利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综保路延伸段

项目方面， 已完成前端 900 米建

设， 目前各段路基建设基本成型，

正在开展雨污管、电力管、沟槽管

开挖等工作。贵阳铁路枢纽都拉营

货运场站专用线项目一期建设用

地面积 830 余亩，目前，土地房屋

征收、前期手续办理、土石方填挖

等相关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百姓健康舞大赛” 南明区选拔赛决出五强

7 月 30 日，贵阳市第八届百姓健康舞大赛南明区选拔赛举行。 此次活动由南明区委宣传部主办，区文旅局、区文联承办，区文化

馆、区卫健局、贵州银行南明支行、区舞蹈家协会协办，全区 23 支舞蹈队参与角逐。经过激烈比拼，红叶舞蹈团、贵阳芳华舞蹈队、电力

舞蹈队、彩云舞蹈队和彩虹艺术团舞蹈队获得前 5 名，将代表南明区参加 2019 年贵阳市第八届百姓健康舞大赛总决赛。 图为红叶舞

蹈团正在表演舞蹈《我和我的祖国》。

张雪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尹香力 摄

本报讯 以全省、 全市半年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云岩

区将用实际行动回 答 好 “十

问” ， 为建设全国一流、 全省领

先、全市示范的现代化新云岩努

力奋斗。 这是记者 8 月 1 日从云

岩区半年经济工作会暨云岩区

委财经委、区委对外开放委全体

会议了解到的。

作为省会城市核心区，以“十

问” 为抓手， 云岩区将系统做好

消费升级、工业发展、项目建设、

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片区开发、

旧城改造、风险防范、生态保护和

改善民生的工作， 综合运用做大

消费市场、 发展首店经济、 做强

“末端市场” 、建好三马都市产业

园、减税降费、片区路网建设、旧

城改造、百校攻坚等多项举措，全

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

具体工作中， 云岩区将以推

进产业业态、 城市品质、 要素聚

集、核心功能、公共供给五个方面

迭代升级为重点，强化“四力” 保

持“四劲” ，统筹做好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

稳定， 确保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

强化项目投资带动， 夯实高

质量发展基础。 以全年 296 亿元

目标任务为参照， 云岩区将紧盯

土地挂牌出让、 紧盯项目建设保

障、紧盯项目入库入统、紧盯企业

培育发展，确保海汇天创、轮胎厂

一期、教育厅一期地块、马王山文

化园地块等按期挂牌， 切实强化

重点项目、重点企业“一对一、点

对点” 服务，加快推进“个转企、

企转规” 工作。

全力以赴推动产业业态升级，

厚植高质量发展优势。云岩区将在

巩固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大力发

展以中高端制造、中高端消费为重

点的产业，在产业升级和产业引进

上下功夫， 促进产业业态迭代升

级，推进中高端商贸业发展多点开

花， 全力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持之以恒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云岩区

将抢抓机遇， 紧紧围绕中高端消

费和中高端制造， 在 “走出去”

“引进来” 和优化开放环境三方

面求新突破，坚持精准招商、全员

招商、招大引强，优化政策环境、

服务机制， 当好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领头雁” ，打造国际化高端消

费品工贸并进示范区。

推进城市品质提升， 补齐高

质量发展短板。 云岩区将以人民

大道沿线 7 个地块及文昌阁周边

棚户区改造为重点， 大力推进旧

城改造。 同时，大力推进东片区、

西片区、北片区开发，以环保督查

整改、水环境治理、城市环境整治

为重点推进生态环境提升。

坚持不懈保障改善民生，共

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云岩区将进

一步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聚焦脱贫攻坚、困难群众

生活、教育事业发展、医疗卫生发

展等重点，全力解决教育、医疗、

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

高的问题，有效提升城市辐射力、

影响力、服务力。

今年上半年，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不断增大的严峻形势，云岩区经

济发展稳中有进，地区生产总值完

成 375.88 亿元， 经济总量保持全

省第一，财政总收入、外贸进出口

总额居全市第一，主要指标均实现

了“双过半” ，呈现出“增长稳健、

投资回暖、工业趋稳、活力增强、财

政改善” 的发展态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秋月）

本报讯 8 月 1 日， 记者从

市生态环境局获悉，目前，“南明

区大南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租用富

水南路 74 号会文社区居民楼开

设放射科， 危害周边居民身心健

康”信访投诉问题已整改完成。

据介绍 ，2018 年 11 月 29

日，南明区接到贵阳市迎接中央

环保督察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转

办的关于“南明区大南社区医疗

服务中心租用富水南路 74 号会

文社区居民楼开设放射科，危害

周边居民身心健康” 信访投诉案

件。 南明区对此高度重视，立即

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

经核实，被投诉的大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属于民营资本举

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辖

区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 租用民房运营情况属

实。 该中心于 2018 年加入贵阳

市口腔医院专科联盟，采购了一

台牙科 X 射线机，但因未招聘到

相关资质人员，暂未申请诊疗增

项和办理放射诊疗许可证。

随后， 南明区生态文明建设

局及南明区卫计局要求大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立即拆除该牙科 X

射线装置， 并将拆除情况向社区

群众公示。日前，工作人员经过现

场核查，确认已整改完成。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本报讯 8 月 1 日，记者从

花溪区获悉，今年以来，花溪区

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旅游收入和

接待人数持续攀升，上半年全区

旅游总收入达 249.34 亿元，同

比增长 34.5％； 接待旅游总人

数 2365.4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6.5％。

近年来， 作为我省首批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花溪

区以建成全国山地旅游目的地、

全省旅游集散地和贵州省“会客

厅” 、 贵阳打造世界旅游名城的

核心区为目标， 在对各景区景点

旅游基础设施实施升级改造的同

时，大力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在旅游业

中的应用， 通过大数据旅游管理

服务平台、线上智能化服务平台、

智慧旅游示范景区， 纵深推进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实现了旅游

管理服务水平的逐年提升。

在大数据旅游管理服务平台

建设中， 花溪区将涉旅数据采集

从青岩古镇、天河潭、湿地公园三

大核心景区扩大到青岩龙井、板

桥艺术村、夜郎谷、高坡扰绕，实

现了 7 个 A 级景区全覆盖，实时

掌握各景区景点游客数量及综合

运行情况，做好客流预警。 同时，

通过整合区气象、交通、公安等部

门以及环城高速车辆等涉旅数

据，实现对花溪气象、空气质量、9

条旅游公交线路运行、400 余家

酒店住宿、5 个高速匝道车辆等

数据的共享， 大大提升了大数据

旅游管理服务水平。

在线上智能化服务平台的建

设中，花溪区通过全域旅游网、微

信公众号、全域旅游智慧导览、全

域智慧旅游 DT 云平台等线上平

台，将各类旅游资源、产品和服务

信息发布到线上平台， 实现目的

地与游客间信息互通。 在全域旅

游智慧导览平台上， 采集展示了

全区 237 个涉旅点， 实现了对 A

级景区、乡村旅游点、星级（精

品）酒店、特色餐饮、历史人文、

旅游功能区等的语音导览、导航、

在线预订等服务功能， 全面提升

信息化、智能化服务水平，增强游

客的旅游体验。

在智慧旅游示范景区的建

设中，花溪区积极推动 A 级景区

智慧旅游建设， 实现了免费

WiFi、通信信号、视频监控全覆

盖，完善景区客流预警、智能广

播、舆情监测、数据分析、智能导

游、电子讲解、信息实时推送、票

务系统等智慧管理、服务、营销

功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清镇市人社局———

招聘会“嫁接”培训班

本报讯 7 月 26 日， 清镇市

人社局把招聘会开到在流长乡中

街村举办的养老护理专业培训班

现场， 帮助参培学员实现精准就

业、助力脱贫攻坚。

把招聘会开到培训班上，是近

年来清镇市人社局根据农民全员

培训工作要求，结合实施精准就业

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为提高

参培农民就业率而采取的一项重

要举措，一方面鼓励广大农民积极

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门就业

技能，并通过现场招聘提高培训有

效性；另一方面通过现场招聘把企

业急需的岗位直接送到培训学员

手中，实现精准培训、精准就业，助

推脱贫攻坚取得成效。

据了解， 清镇市已在培训班

现场开展招聘会 8 场， 为参加家

政服务、育婴师、养老护理、中式

烹饪等专业培训的 400 余名学员

送去就业岗位 500 余个， 达成意

向协议 120 余人。

（龚晓宏 张体颜）

贵阳综保区上半年完成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投资 17.09亿元，为全年目标任务的 231％

“双重”项目投资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云岩区将重点推进五个方面迭代升级

包括产业业态、城市品质、要素聚集、核心功能、公共供给等

花溪区旅游市场持续火爆

上半年旅游总收入达 249.34 亿元，

同比增长 34.5％

本报讯 7 月 31 日，乌当区

应急管理局对辖区新天光电、五

福坊食品两家工贸类企业开展

安全检查，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

工作，确保有限空间专项检查落

到实处、取得实效，有效防范有

限空间生产安全事故。

检查中，检查组对企业涉及

有限空间位置进行检查，查看告

知牌、警示标志、防护措施、登记

本；查看气体检测仪、空气呼吸

器、 安全绳等应急物资设备；对

应急救援预案、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进行检

查；根据市应急局下发的有限空

间作业指导书，逐条检查企业的

有限空间相关制度、 辨识台账、

作业票、安全协议等，要求企业

立即对存在的不足之处加以改

进，在整改期间，落实好安全防

范措施，确保整改过程安全。

乌当区应急管理局开展此次

检查， 旨在以有限空间作业指导

书为标准， 指导督促企业进一步

规范落实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工

作，切实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充分

发挥示范企业引领带头作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乌当区应急管理局———

推进有限空间专项整治工作

大南社区医疗服务中心

牙科 X 射线机搬离居民楼

简讯

▲ 7月 31日， 记者获悉，

云岩区就业局将以输送就业岗

位信息、 开展大型招聘活动等

为基础， 通过定制个性化帮扶

举措， 深入开展对罗甸县的就

业帮扶工作， 每年提供就业岗

位不少于 350个。

（黄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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