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3 日，修文县第

二实验小学开展 2020 寒假

留守儿童、 易地扶贫搬迁户

大走访活动。据了解，该校留

守儿童、易地扶贫搬迁、经济

困难的残疾学生共计 160 余

人， 目前主要集中在陈家寨

安置点。 （胡文艺 杨婷）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

之际，贵州双龙航空港开投集

团到龙洞堡社区开展 “书写

发展·剪出未来” 写春联、剪

窗花新春送祝福活动，共书写

“福” 字、春联、裁剪窗花等

300 余副。 （李春明）

▲记者日前从乌当区

了解到，该区深入开展食品

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和监督检

查， 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场

所食品安全监管， 预防和消

除各类食品安全隐患， 确保

春节期间群众饮食安全。

（樊荣）

本报讯 1 月 21 日，记者

从清镇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

悉，春节临近，该局结合工作

实际积极开展迎新春城区环

境卫生保障、 市政设施维护、

新春氛围营造等活动，全力为

市民营造欢乐、喜庆、祥和的

节日氛围，打造整洁有序的湖

城新气象。

在保障城区环境卫生秩序

方面，该局开展环境卫生大扫

除活动， 针对区域内主次干

道、 背街小巷、 卫生死角、广

场、公园 、学校周边及公交车

站等开展白色垃圾、 烟头、野

广告清理等，累计派出保洁员

300 余人次，共清理垃圾 6 吨、

处理野广告 500 余处、 清掏雨

篦子 30 余个、 清洁果皮箱 30

余个、 清理卫生死角 5 处、清

理 云 岭 东 路 绿 化 带 内 枯 叶

2000 余平方米，对城区暴露垃

圾进行应急处理，确保各点垃

圾及时运输出市区。

同时， 该局还悬挂灯饰营

造春节喜庆氛围，在城区主要

出入口悬挂灯笼 50 组 ， 在城

区 主 次 干 道 悬 挂 布 艺 灯 笼

1600 余个。 加强市政设施排查

整治力度，对城区照明设施进

行全面排查，加快对问题路灯

的检修进度，确保全市照明设

施高效运行，为市民营造亮丽

的节日氛围。 加强对城区路

面、井盖、人行天桥、排污管网

等市政设施的排查整治力度，

截至目前，修补城区破损路面

500 余平方米 ， 更换破损 、缺

失、下沉检查井及雨水井盖 12

套，提前确保堵塞排污管道疏

通 ，人行道、人行天桥等市政

设施维修维护到位，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

此外，该局制定值班值守制

度， 安排工作人员加大日常巡

查、安全检查力度，确保每日 24

小时有人值守，做到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保障节日期间各项工作

有序开展，为辖区人民群众欢度

佳节保驾护航。

（丁宁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汤利）

清镇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整治城市环境 喜迎新春佳节

本报讯 1月 17 日， 记者

从开阳县获悉， 该县提前筹

划 ，精心组织 ，全面进行节日

氛围妆点工作， 积极营造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以喜庆、祥和、勤俭节约

为原则，开阳县在城区南出口

及西出口沿线灯杆上悬挂灯

笼，在云开转盘、启钤广场、彩

虹桥等节点安装灯组，共计悬

挂灯笼 6000 余个 、 行道树彩

灯 600 余颗、 节点灯组 4 组。

同时，在城区各主干道、广场、

公园、 景观点等地种植石竹、

三色堇、金叶女贞 、红叶石楠

等花卉苗木预计约 22 万株。

截至目前，开洲大道两侧

行道树灯带、彩灯已安装完成

450颗，西绕线、遵义路灯笼悬挂

430 个，南出口灯笼制作安装完

成； 陆续种植石竹约 4 万株、三

色堇约 3.5 万株 、 羽衣甘蓝

9000 株。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婷）

开阳县———

让“年味” 浓起来

本报讯 1 月 20 日，乌当区

新场镇举行高标准蔬菜保供基

地股民分红大会，王坝村和大岗

村的 267 户村民领取了分红，分

红总金额共 13.5 万元。

据了解， 自 2019 年 4 月以

来，根据市委、市政府对贵阳市

2.5 万亩标准化设施蔬菜 (新场

镇) 保供基地项目建设的安排，

通过认真地实地考察筛选，决定

在新场镇王坝村、 大岗村进行

1000 亩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

设。截至 2019 年底，新场镇 1000

亩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土地流

转面积共计约 1019 亩，其中 700

亩可连片建棚， 剩余土地作为

市、区农投公司露天种植。 目前，

共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368 份，涉

及农户 267 户和村级集体 3 户。

为保障农户切身利益，新场

镇多措并举确保农户收入有增

不减。“在土地入股分红方面，我

们采取土地入股分红阶梯式增

加模式， 即第一个三年每亩 800

元， 以后每三年每亩递增 100

元。” 新场镇人大主席林国勇说，

“基地内固定用工约 30 人，基本

月工资 3000 元左右， 季节性临

时用工每亩约需 40 名工人，农

户每天收入约 120 元。 ”

除此之外，基地内农户自治

组建的劳务公司盈利收入的 60%

用于分配给土地转包农户，每亩

土地每年可分红约 100 元； 市、

区农投公司在基地内盈利收入

的 3%用于分配给土地转包农

户，每年每亩可分到红利 200 元

左右； 村集体将基地内山塘、提

灌站等资产租赁给市、区农投公

司，所得租金用于分配给土地转

包农户， 每年每亩可分到红利

100 元左右；针对有劳动力、有蔬

菜种植技术和有种植意愿的农

户，采取反包倒租模式，划定相

应面积的土地给农户种植，并同

时完成土地平整、机耕道、管网、

沟渠等配套设施建设，农户还可

享受市、区农投公司举办的农业

技术培训，按要求所种合格农产

品也由公司统一销售。

“通过这些措施，基地内土

地流转的农户亩均收入可达到

6000 元左右， 且不承担自然灾

害、市场等风险，最终实现稳定

增收。 ” 林国勇说，下一步，将加

快基地建设进度，针对形成连片

建棚条件的区域做好协调服务，

保障市、区农投公司加快建设进

度，合理安排农户务工，参与基

地基础设施建设及蔬菜种植，进

一步增加农户收入，提高农户的

积极性。

（董基业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樊荣）

乌当区新场镇———

267户村民喜领入股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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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如今，白云区的每

个公厕不仅配齐保洁员，而且保

洁员对公厕的保洁频次、质量标

准等作业都有一套量化指标。这

是记者 1 月 21 日从白云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了解到的。

为进一步推进 “公厕革

命” ， 强化公厕卫生环境治理，

提高公厕服务水平，白云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督促辖区保洁公司

制定严密的作业规范，多举措加

强辖区公厕精细化管理水平，确

保服务到位。

针对公厕卫生，该局要求所

辖 38 座公厕的卫生标准全部推

行“七净七无” 要求，即地面净、

门窗净、蹲位净、隔板净、四壁

净、便池净、周围环境净；无乱写

乱画乱贴、尿池无尿碱、水厕无

臭味、无烟头纸屑、无积尘蛛网、

无蛆蝇、无阻塞。此外，要求管理

间保持整洁、无杂物等，勤冲、勤

刷、勤擦、勤拖，确保公厕内外环

境干净整洁。

为高效率保证淤堵疏通和

设备正常，该局安排专人对公厕

设施进行巡回式检查维修，出现

设备故障或下水管道堵塞的，要

求“小修不过夜、大修不出天” ，

全力保障公厕设施设备正常运

行。 此外，安排专人分别对城区

的 38 座公厕进行监管， 严格按

照公厕考核制度， 严把考核标

准，采用巡回检查的方式，对公

厕值守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掌

握，奖优罚劣。

（刘苑苑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汤利）

白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精细化管理公厕

“1 月 18 日，我去白云区大

昌隆购置年货，给侄儿选了糖果，

给爹妈选了羽绒服……” 来自纳

雍县猪场乡蛇场村店子组的“90

后” 李玉江，计划春节回纳雍老

家陪家人过年。

之前，李玉江在家帮父母干农

活，现在是贵阳高新区一家企业的

一名技术工人。这样的变化得益于

贵阳高新区对纳雍县的结对帮扶。

纳雍县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贵州省 14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贵阳高新区结对帮扶纳雍县，从大

市场、大就业、大产业三个方面，明

确了包含 172 个内容的 “施工

图” ，每月定期调度，确保每项任

务有人盯、有人做，奋力助推纳雍

县实现脱贫摘帽。

近两年来，贵阳高新区的干部

职工和企业在帮扶纳雍过程中留

下了很多个精彩瞬间。贵阳顺络迅

达电子有限公司就是贵阳高新区

“结对帮扶大军” 中的一员，除了

送温暖、促销纳雍农产品外，还在

贵阳高新区组织的纳雍县专场招

聘会上招聘了李玉江等一批工人。

李玉江从小就喜欢机械类东

西，读书时也选择了贵州工程应用

技术学院的机械设备专业。 2018

年 6月， 李玉江入职顺络迅达，勤

奋好学的他很快从普通工人晋升

为助理工程师，负责巡查车间的自

动化设备， 预防和修复设备故障，

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有 6000 余

元，年底还有绩效奖励。

这个月， 李玉江又接到了新

任务， 和企业里的一批技术骨干

对一期车间的老设备进行升级改

造，到今年 3 月，要实现 800 台自

动化设备全部联网。 “我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 把家人接到贵阳

来。 ” 李玉江说。

在李玉江的存折上， 已经有

了几万元积蓄。不仅如此，在扶贫

组的帮扶下， 李玉江的家人于去

年 10 月养了第一批鸡， 现已出

栏，预计收入 4 万多元。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在结

对帮扶的道路上，贵阳高新区斗志

昂扬。 “2020 年，我们将继续扛起

结对帮扶政治责任， 强化责任担

当， 以多种形式凝聚帮扶力量，助

力纳雍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贵

阳高新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丹丹

易颖

“90 后” 纳雍小伙的新生活

1 月 10 日至 15 日，在贵阳综

保区进口商品保税展示暨跨境电

商体验消费周活动上， 贵阳中柔

燕窝有限公司线上线下销售额达

80 多万元。 1 月 18 日，贵综跨境

优选保税广场项目 （G7 保税广

场）投入运营，入驻 G7 保税广场

的中柔燕窝吸引了大批消费者。

“通过这类的平台和活动，预

计每年可为公司带来上千万元的

销售额。 ” 贵阳中柔燕窝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克中说， 贵阳高水平的

对外开放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为

公司带来了强劲的发展活力。

2019 年 4 月， 贵阳市紧扣

“一品一业、 百业富贵” 发展愿

景，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新加坡金

爱私人有限公司投资， 在贵阳市

乌当区智汇云锦孵化基地成立贵

阳中柔燕窝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

一家集燕窝研发、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企业， 公司采用新加坡食品

生产技术和管理体系， 致力于打

造高端燕窝中国总部基地和全球

运营总部。

“我们准备在贵阳开发三个

项目，分别是中柔燕窝基地、高端

东南亚滋补品批发基地以及燕谷

基地。 ” 据周克中介绍，目前，中

柔燕窝基地项目的一期工程已完

成，第二条生产线正在安装调试，

预计 4 月投产， 投产后可实现年

产值 5 亿元； 燕谷项目已完成选

址和征地。

这样一家高端燕窝生产企业

是如何与贵阳结缘的？ 周克中表

示， 这与贵阳的发展愿景和营商

环境密不可分。

中共贵阳市委十届八次全会

提出， 要抢抓内陆开放型经济试

验区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主动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

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

力构筑协同融合发展的开放格

局， 全力打造高质量高能级的开

放平台， 全力拓展互联互通的开

放通道， 全力构建现代化开放型

产业体系， 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这为我们

企业全球化的布局提供了发展条

件。 ” 周克中说。

2019 年 12 月， 来自印尼的

20 公斤燕窝在贵阳综保区顺利

通关放行，前后只用了一天时间，

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次进口的溯

源燕窝。

“我们的燕窝使用的是东南

亚 10 大优质燕窝原材料，以往只

能从其他沿海城市的直属海关进

来， 通一次关可能需要 1 个月左

右的时间。如今，贵阳综保区为我

们提供了‘保姆式’ 服务，打通了

燕窝在贵阳的通关道路， 让我们

的燕窝实现最快一天就可以通

关。” 周克中说，“时间就是金钱，

这些措施保障了企业正常生产对

原材料的需求， 以及资金的有效

流通。 今年， 我们预计将吸引近

10 亿元的进口贸易。 ”

下一步， 中柔燕窝将依托对

外开放平台， 加快推进在全球的

布局，预计 3 至 5 年内走出国门，

在全球开设 3000 家专卖店。 同

时，通过以商招商，吸引更多的企

业来贵阳投资， 打造燕窝产业集

群，并加大项目投入力度，将燕谷

基地打造成中国燕都乃至世界燕

都， 形成以燕窝为主的高端滋补

品养生综合性基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婷

本报讯 在农历新年来临

之际， 白云区红云社区食安办

联合区市场监管局艳山红分

局， 对辖区内年货市场开展

“两节、两会” 期间食品安全专

项检查。

检查中， 工作人员从年货

市场各家商户的食品经营证

照、 食品进货渠道、 销售人员

着装和商家索证索票等环节进

行逐项检查， 并对部分食品进

行抽样检查， 要求商家要严格

按照食品工作要求做好卖场区

域内的环境卫生、 承装食品的

器皿和工具的保洁， 加强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的自我排查和防

控， 保障所销售的食品无过

期、 腐败、 变质和 “五无” 食

品。 工作人员还向商家发放食

品安全宣传资料， 并提醒商家

加强学习食品安全知识， 当好

食品安全宣传员， 守好食品安

全防线。

（通讯员 赵耀 文 / 图）

白云区红云社区加强联合执法

筑牢节日期间食品安全防线

图为工作人员对辖区步行街上的年货市场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对外开放上台阶 企业发展增活力

———中柔燕窝全球运营总部落户贵阳的背后

本报讯 1 月 15 日， 记者

从白云区获悉， 该区多举措扎

实推进落实教育惠民政策 ，促

进教育帮扶工作。 去年，共落实

各类教育惠民政策补助资金

4292万元。

去年， 在城乡义务教育阶

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

补助方面， 白云区春季向区内

9 所寄宿制中小学学生拨付补

助资金 156 万元；秋季学期，按

照国家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资助政策， 将寄宿生生

活补贴范围扩大到非寄宿制的

农村建档立卡等四类家庭经济

困 难 学 生 ， 拨 付 资 助 资 金

218.7 万元。

同时，白云区认真落实学前

幼儿资助， 去年向全区 12 所公

办幼儿园和 25 所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经济困难幼儿拨付资助金

24.2 万元；落实普通高中困难学

生资助，去年向白云区 6 所普通

高中学校学生拨付国家助学金

314.8 万元，普通高中“四类” 学

生免学费 12.35 万元；落实中职

学生资助，向中职学校学生拨付

国家助学金 206.8 万元， 免除

3346 人的学费 334.6 万元；向辖

区 5 所普通高中、1 所中职学校

的 902 名农村建档立卡学生拨

付资助资金 93.13 万元。

白云区还大力实施“乐童计

划” 和营养改善计划，去年全区

投入 660 万元， 共 67 所公办民

中小学 37000 多名学生参加“乐

童计划” 课后托管；2019 年秋季

学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 校 25 所 14567

人，拨付营养餐补助资金 1541.7

万元，惠及农村学前教育阶段幼

儿园 67 所 8632 人，拨付营养餐

补助资金 729.84 万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白云区多举措

落实教育惠民政策

去年共落实各类教育惠民政策补助

资金 4292 万元

本报讯 1 月 16 日，贵州省

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公布全省 2019

年度大数据“百企引领” 示范企

业及“万企融合” 标杆项目名单，

经开区 4 家企业的项目入选“万

企融合” 标杆项目，两家企业入

选“百企引领” 示范企业。

经开区入选的 4 个 “万企

融合” 企业标杆项目分别是贵

州西南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的“压缩机零部件生产线数字

化车间” ， 贵州航天风华精密

设备有限公司的“高端铝镁合

金结构件智能铸造在线检测

线建设项目” ， 贵州玉蝶电工

股份有限公司的“贵州玉蝶电

气工业数字化生产基地” ，奇

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的“互联网 + 客车定制化经

营管理与车辆全生命周期跟

踪系统” 。

入选大数据“百企引领” 示

范企业的两家企业分别是贵州

里定医疗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和满帮集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2019年度贵州省“万企融合” 标杆项目

名单公布

经开区四个项目入选

本报讯 1 月 18 日，观山湖

区朱昌镇金钟村置业股份合作

社举行分红大会， 该社 43 户股

民喜获每户 600 元的分红，并收

回部分入股资金 2000 元， 每户

村民收到分红加本金共计 2600

元， 合作社共计发放现金 10.98

万元。 据悉，这是该村继去年后

在该项目的第二次分红。

据了解，自朱昌镇农村“三

变” 改革启动以来，金钟村成立

了村置业股份合作社实施农村

“三变” 改革。 村置业合作社立

足本村实际，充分发挥毗邻百花

湖风景区的区位优势， 本着不

等、不靠、不要的发展理念，瞄准

当前自驾游游人增多，百花湖风

景区停车场不足的商机，利用百

花湖景区大门左右两侧闲置的

10 余亩地， 发动村民以每户

5000 元入股， 投资 21 万元建成

可停放 350 余辆车的停车场。 停

车场自建成营业以来，不仅成为

该村农村“三变” 改革的有形产

业，而且解决了百花湖景区车辆

乱停乱放、环境卫生、交通秩序

混乱等问题。

金钟村停车场于 2018 年 5

月建成投入营业，2019 年安装了

停车场智能系统，规范了停车场

的经营和管理制度。 截至目前，

停车场日均接待车辆 100 余辆，

周末节假日接待量达 300 余辆。

2019 年每户首次分红 500 元。

（文海洋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朱昌镇金钟村———

村民再获分红

本报讯 新春佳节即将到

来，花溪区青岩古镇景区推出“免

费入园购年货” 活动，方便市民采

购青岩地道的各种土味年货。

此次免费入园购年货活动

从 1 月 19 日起至 1 月 23 日止。

市民可在青岩古镇景区内购买

到具有青岩特色的干辣椒、腌

豆腐、腌腊肉、腌香肠等年货。

为了更好地为游客提供优

质服务， 青岩古镇景区特别提

醒市民， 游客接待高峰时间约

在每天 11：00 至 16：00 之间，请

前往景区的市民合理安排出行

时间，尽量选择错峰出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花溪区青岩古镇———

推出“免费入园购年货”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