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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修文县将利用地

理、交通、气候等优势，重点打造

五条乡村旅游带，以旅游促进乡

村振兴， 使修文因乡村而美丽。

这是记者 10 月 19 日从第五届

贵阳（修文）猕猴桃节暨修文县

第二届乡村旅游发展大会上获

悉的。

修文县属北亚热带和南温带

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森

林覆盖率 53.%。 独特的气候条件

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重庆、广州

等避暑游客的首选之地。

为推动旅游持续 “井喷” 增

长， 修文县提出了将重点打造以

六屯镇独山、 大木为核心的桃源

八寨乡村旅游带， 以谷堡镇折溪

村、平滩村为核心的乡村旅游带，

以久长镇石安新村为核心的乡村

旅游带，以小箐镇岩鹰山村、崇恩

村为核心的避暑旅游带， 以大石

乡石林村为核心的乡村旅游带等

五条乡村旅游带， 引领全县乡村

旅游发展，带动农户增收，促进乡

村振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婷

梁俊鹏）

修文将重点打造五条乡村旅游带

带动农户增收 促进乡村振兴

图为修文县大木村打造的红色旅游景点———红军广场。 （资料图片）

本报讯 10 月 17 日上午，

77 岁的市民周女士来到贵阳经

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公室， 对政

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

表示感谢，为不动产“集成套餐”

点赞。

据周女士介绍，当天，她来到

贵阳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准备办

理不动产变更手续时被告知，为

方便 70 周岁以上老年群体，不动

产“集成套餐” 开通了绿色通道，

可以免取号、 优先办， 方便又快

捷。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她顺

利完成相关手续和材料的办理，

并对工作人员热情、耐心、细致的

服务态度， 以及业务办理的效率

频频称赞。

据了解，不动产“集成套餐”

是贵阳经开区在全市率先推出

的便民服务， 共设置 16 个综合

受理窗口。 通过持续深化改革，

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从最初的

30 个工作日，减少到现在的 5 个

工作日； 相关材料从最初的 151

份，减少到现在的 51 份。 自贵阳

经开区不动产“集成套餐” 推出

以来，不仅有全省相关政务服务

中心前来学习，而且受到群众的

广泛好评，群众的满意度、认可

度大大提升。

接下来，贵阳经开区政务服

务中心将不断完善“集成套餐”

服务，使其更接地气、更高效、更

便捷， 进一步实现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为企业减负松绑，为市场增

活力， 为群众办理业务提供便

利。

（李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本报讯 10 月 20 日来自

清镇市的消息， 该市充分利用

大数据优势,将网络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与服务“三农” 进行

有机结合, 探索建设市乡村三

级远教视频互动平台。 目前，清

镇市已与 50 余个行政村实现

视频互动， 预计年内实现覆盖

全市 181 个行政村。

据了解， 清镇市共有 181

个行政村， 由于距离较远等原

因， 很难实现对基层党组织的

实时管理。 为全面推进基层党

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清镇

市远教办通过在各基层党组织

活动阵地安装网络摄像机，利

用技术手段， 在市级建立视频

展示中心， 适时了解基层党组

织工作开展情况， 从而达到对

基层党组织的适时管理。 市乡

两级分管领导可采取视频权限

分享方式 ， 实现手机适时管

理。 各村发生异常情况时，市

乡两级可与村级党组织实现信

息互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

不断完善“集成套餐” 服务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清镇市探索建设市乡村三级远教

视频互动平台

预计年内覆盖所有行政村

本报讯 10 月 17 日，云

岩区举行“扶贫日” 现场募捐

活动， 发动辖区各部门、 社区

（镇）共同参与捐款，共募集帮

扶资金 14 万元，用于资助贫困

地区和贫困群众。

本次扶贫日募捐活动以

“携手扶贫济困 助力脱贫攻

坚” 为主题，按照“广泛动员、

多方参与、 上下联动、 公开透

明” 的原则，采取“接收捐款与

捐物相结合、 扶贫日捐赠与经

常性捐赠相结合、 统一捐入公

募账户与选择其他形式捐助相

结合” 的方式开展。

接下来， 云岩区还将组织

开展“邀您一起·奉献爱心” 农

村贫困家庭留守儿童公益募

捐、“中国社会扶贫网” 推广、

访贫慰问、 全区脱贫攻坚宣传

四项活动， 促进全社会各界力

量关注、参与脱贫攻坚。

（赵倩倩 姜汤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黄秋月）

云岩区———

举行“扶贫日” 募捐活动

本报讯 10 月 14 日，开阳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多部门

举办 2019 年退役军人政策宣

讲暨就业专场招聘会， 吸引 52

名退役军人参加。

在当天的招聘会上， 开阳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人社局、教

育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

分别就退伍军人安置政策、职

业教育、技能培训、养老保险接

续补缴、 创业两项补贴及担保

贷款、 创业方面享受税收优惠

等内容进行宣讲解读， 并发放

政策宣传折页和就业服务手

册。随后，48 个单位及企业现场

提供近 900 个就业岗位， 助推

退伍军人就业。

据统计，活动当天，工作人

员共发放政策宣传折页和就业

服务手册 300 余份， 现场达成

就业意向 9 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开阳县———

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简 讯

▲10 月 20 日，2019 年第四

届西望山“西洋杯” 国际滑翔伞

邀请赛闭幕。 经过激烈角逐，来

自云南省的参赛选手熊刚获得

个人奖第一名， 第 12 号团队获

得团体奖第一名。

（成婵）

▲日前，贵阳高新区动力小

镇园区办公室联合白云消防大

队，组织中航发黎阳、时代沃顿、

北大青鸟等 24 家企业开展消防

安全培训及开放消防馆体验活

动。

（李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