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 月 25 日，观山湖

区市场监管局为期一周的全区疫

苗质量安全专项检查结束，7 家

受检单位疫苗购进渠道规范、来

源有效追溯。

为规范疫苗市场秩序，加强

疫苗安全监管,保障公众疫苗接

种安全，观山湖区市场监管局从

3月 18 日起开展了全区疫苗质

量安全专项检查。 工作人员重点

查看了医疗机构的接种疫苗资

质、疫苗购进渠道、冷链运输及

储存条件等。 截至目前，观山湖

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金华园卫生服务中

心、观山卫生服务中心等 7 家具

备疫苗接种资质的单位进行了

检查。

经查， 这 7 家医疗机构疫苗

均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采

购和配送， 各单位基本能按照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

例》要求，做到疫苗购进渠道规

范、来源有效追溯，并按规定进行

疫苗运输、储存和养护。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市场监管局———

专项检查疫苗质量安全

本报讯 3 月 25 日，记者从云岩

区了解到， 针对天气回暖、 火灾进入

高发期的实际情况， 连日来， 盐务街

街道积极开展防火宣传， 进一步增强

辖区居民的防火意识， 消除各类火险

隐患。

工作中， 盐务街街道一方面组建

由城管队员为主的防火巡逻队， 深入

贵州财经大学国际学院山林开展巡

逻， 对巡逻过程中发现的居民不文明

用火行为进行及时劝阻。 另一方面，

在辖区各防疫卡点设置消防安全宣传

点， 向进出的居民发放消防安全知识

宣传单， 并为居民详细讲解家庭中常

见的火灾类型及应对方法， 提醒居民

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同时，鼓励居民主

动举报身边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问

题，共同维护辖区环境安全。 连日来，

盐务街街道共劝阻 10 余起不文明用

火行为， 发放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单上

万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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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贵阳高

新区上下闻讯而动、严防死守，全

体干部职工、企业员工、科研工作

者等迅速投入疫情防控战线，全

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平民多战士，放眼尽英雄。疫

情当前， 他们日夜奋战、 迎难而

上，坚定地奔赴疫情前线；他们舍

小家、顾大家，全心全意守卫群众

健康；他们不畏艰险、冲锋向前，

筑牢疫情防控的严密防线……

严防死守做“守门人”

“眼瞅着企业要复工复产

了，却买不到体温枪，感谢部门

及时送来。 有你们这样充满温

度的‘包保’ 防控，我们一定能

战胜疫情。 ” 翔明科技董事长吕

晓丹在接过周若平送来的体温

枪时感激地说。 周若平是贵阳

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在排

查时了解到翔明科技物管处无

体温枪后，迅速协调了体温枪并

亲自送来。

“我们在开展包保工作时必

须要走进企业，在做好防控工作

的同时做好服务工作，帮助他们

共渡难关。 ” 周若平说，自贵阳

高新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以来，

创业服务中心 17 名干部职工放

弃春节假期加班加点， 以电话、

短信、微信等各种形式，每天对

包保的百余家企业员工进行摸

底调查、人员监测，并详细向企

业联系人解释复工时间安排及

要求。

放弃休假主动担当的还有贵

阳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审批一处

负责人黄润慧。 每天早上 9 点，

黄润慧准时来到单位，翻开桌上

的防疫包保工作材料，开启一天

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状态， 她已经持

续了很长时间。 丈夫突发肠结石

入院， 她也努力克服困难坚守在

岗位上。作为一名处室负责人，黄

润慧不仅负责全区商事主体准入

的审批工作， 更承担着行政审批

局网格包保二组工作。 “在他最

需要陪护的时候， 我却不能好好

照顾他，说不内疚是假的，如果请

假这一摊子工作谁来接？ 只能晚

上不加班时，抽空照顾他。 ” 黄润

慧说，面对特殊情况，丈夫也理解

支持她。

天一国际小区网格包保员

冯祖贵则是和妻子共同坚守在

抗疫一线。 2 月 2 日，随着贵阳

市全面实行城市小区封闭管理，

冯祖贵和同事入驻天一国际小

区，迅速展开包保工作。 他的爱

人逢锦则于 2 月 21 日随着贵州

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出征前往

了武汉。

党旗高扬战“疫” 一线

戴好口罩、头套、手套，穿上

防护服，背上消毒液，沙文动力小

镇园区办公室党支部宣传委员谢

娜走上街头， 开始了每天一次的

消毒工作。 从 1 月 24 日开始，谢

娜就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白

天她主动对接 25 家企业 470 余

名职工信息的详细情况， 晚上整

理好数据后， 还要拟定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

面对繁忙的工作，谢娜不喊

苦、不叫累。 看到园区人手不足，

她主动申请走上街头，背着沉重

的消毒液喷洒器，对园区企业进

行全方位消毒杀菌，从源头做好

防控工作。 “入党宣誓时， 就说

好要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现在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刻，我是党员，我就应该上。 ” 谢

娜说。

“我是党员，让我上！ ” 在疫

情防控最紧迫的时候， 贵阳高新

区企业贵州新基石建筑设计有限

责任公司接到限时完成黔西县人

民医院负压病房的应急改造、将

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医院紧急改

造为新冠肺炎的应急收治中心等

设计项目。危急时刻，党员们纷纷

迎难而上， 连续奋战 40 小时，提

前完成设计任务。

党员徐刚就是其中一员，他

说：“接下任务的一瞬间，我只有

一个想法，一定要做好。 ” 徐刚

籍贯湖北，当看到湖北暴发新冠

肺炎疫情，心里特别难受。 得知

有设计任务后， 他立即主动承

担，投入到工作中。 接到任务的

当天晚上 21 时， 徐刚开始为毕

节市七星关区人民医院应急收

治中心进行建筑设计，直到第二

天晚上 24 时完成图纸设计，提

前 4 小时完成任务。

直面挑战迎难而上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作

为两个宝宝妈妈的杨芸， 并没

有在家陪伴孩子， 而是在实验

室培训筛查新冠病毒样本相关

知识。 杨芸是贵阳高新区企业

贵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

司（下称贵州金域）实验室的

工作人员，从正月初三开始，她

就和另外 2 名贵州同事去广州

接受为期 5 天的生物安全防护

和检测培训。

“我们接触到的样本都是疑

似样本， 可以说接触样本和接触

病人的危险系数是一样的。 所以

即使是检验人员，在前期我们也

需要通过培训，增进对新冠病毒

的了解。 ” 杨芸说。 回来后，杨芸

等人通过内训的方式将新掌握

的知识分享给公司工作人员。

年近七旬的老党员任健康，

在疫情面前毫无惧色。 “我有数

十年的临床感染防控工作经验，

可以保护好自己。 毕节贫困人口

多，医疗资源缺乏，更需要我的支

持。 ” 任健康说，开展核酸检测是

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传染源的重

要手段， 可快速鉴别很多隐性感

染者及轻症病例， 有利于掌握疫

情防控工作主动权。

为了给毕节市争取宝贵时

间，任健康带领 5 名医疗专业人

员前往毕节支援。 他的团队加入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实验室后，

实验室日均检测量较之前翻了

一倍。

……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 贵阳高

新区全体人员众志成城、 迎难而

上，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

壁” ， 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贡献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婷

当好“守门人” 勇做“逆行者”

———贵阳高新区各界人士抗击疫情群像扫描

本报讯 3 月 25 日， 白云

区人民政府与贵阳产业发展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

暨贵阳市新型产业白云区孵化

产业园项目开工仪式举行，标志

着白云区工业创投孵化产业园

项目正式开工，系贵阳市首个落

地开工的新型产业用地示范性

项目。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发

展新产业、振兴商贸业、强化产

销对接” 三大攻坚行动计划，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中高端制造业发展、促进中高端

消费业升级， 在重点工程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综合开发、

产业园区建设、 卫生健康领域、

金融领域、服务领域、大数据领

域、 文化领域等开展深度融合。

此次签约是贵阳产业发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于去年 12 月底揭

牌成立以来，签约合作的首家区

县市。 白云工业创投孵化产业园

项目也是双方合作落地的首个

项目。

白云区工业创投孵化产业园

建设项目位于白云区麦架镇，是

在贵阳市新型产业用地管理暂

行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文件出台

以后，全市首个获得批复并落地

动工的新型产业用地项目。 项目

用地面积 140 亩， 建筑面积约

18.9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9.2 亿

元，主要建设内容为产业科研用

房、生产加工用房、配套设施用

房、地下停车场等。 项目总工期

为 30 个月， 力争今年完成 5 万

平方米建设，预计 2022 年 9 月建

成交付使用。

按照《贵阳市做强实体经济

推进 新产 业 发展 攻坚 行动 计

划》， 该项目将围绕健康医疗产

业、中高端消费品制造业、先进装

备制造业、 新能源产业等新型产

业集群为主要发展方向， 打造物

理承载空间。项目建成后，将改变

白云区传统工业厂房产业相对单

一的格局，打造集科技研发、总部

办公、生产加工、创新孵化、展示

推广的一个系统性、 多维度产业

空间， 成为推动产城融合的产业

基地，助力建设“产业新城·品质

白云” 。

为顺利推进项目动工， 白云

区将其纳入 2020 年重点项目统

筹调度，贵阳市、白云区各级各部

门多次对项目的谋划推动进行专

题研究，对项目的方案、规划、审

批给予指导，市、区领导多次到现

场进行调研， 并举行了专题会议

进行研究，推进项目建设。 据悉，

从项目立项到市级审批手续完

成，仅用时两个月。

白云区工投公司作为项目业

主单位， 将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

工程质量安全， 科学开展施工组

织调度。 目前，该项目已有医疗、

健康等多个项目意向性入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白云区工业创投孵化产业园项目开工

系全市首个新型产业用地示范性项目

自 2017 年启动建设以来，息烽县流长镇堡润生态农业园区累计

投入 3700 余万元，种植精品柑橘、李子等果树 1063 亩，预计从今年

起，园区将逐步挂果投产。园区集精品果树种植、观光旅游、餐饮住宿

于一体，覆盖息烽流长镇李安寨、宋家寨等村，惠及农户 467 户。 园区

通过吸纳土地入股和解决就业增加群众收入，农户土地入股园区，近

期每年每亩可收入 450 元，远期每年每亩可收入 1000 元。 同时，园区

日均提供 50 个工作岗位， 群众每日可获得 80 元至 180 元的务工收

入，人均年务工收入 1.3 万元。 龙万林 罗建普 摄

本报讯 3 月 24 日是第

25 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观

山湖区举行宣传活动，引导群

众正确防范肺结核。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 “携

手抗疫防痨 、 守护健康呼

吸” 。 当天，观山湖区卫健局

组织区疾控中心、金华园街道

办计生协及金华园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在新世界珑玥广场

举行第 25 个世界防治结核病

日宣传活动。活动通过悬挂宣

传主题横幅、 展出宣传海报、

专家义诊、宣传咨询及发放宣

传资料和宣传品等形式进行。

活动中，工作人员共计发放宣

传资料 1000 余份， 赠送宣传

小礼品 400 份。

据了解， 肺结核病旧称

“痨病” ，是我国发病、死亡人

数最多的重大传染病之一。该

病系结核分枝杆菌侵入人体

引起，可侵及许多脏器，以肺

部结核感染最为常见，主要症

状为咳嗽、 咳痰或痰中带血，

还可能出现胸痛、胸闷或呼吸

困难、低热、盗汗等症状。 市

民咳嗽、咳痰超过 2 周以上极

有可能患上肺结核，应及时到

辖区结核病防治定点医疗机

构就诊。

（潘远兴 谭慧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蔡婕）

本报讯 3 月 25 日，记者从

清镇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随

着越来越多的企业、 店铺复工复

产，该局通过多形式宣传、检查设

施以及巡查， 助力辖区商铺经营

户复工复产。

一方面， 该局通过采取执法

宣传车、上门告知、张贴告知书等

方式，多地点、多时段开展疫情防

控措施通告及复工复产宣传，督

促商户商铺严格落实复工复产后

的防控要求， 并对商户经营场所

进行消毒、日常防控措施、员工健

康进行督导， 确保疫情防控知识

宣传到位。

另一方面， 执法人员协助夜

市管理方在夜市入口设立值守

点， 要求进入室内夜市的人员必

须佩戴口罩、测量体温、扫描“贵

州健康码” ； 对已开始堂食的夜

市摊区经营户进行巡查， 确保堂

食经营的商家、餐桌间距位置、座

椅间距位置必须保持 1 米以上，

就餐时使用公筷， 保障夜市饮食

经营安全。

此外， 执法人员还对已经开

始经营的夜市摊区商户进行用

电、 用气安全及油烟净化设施使

用情况检查。对占道经营的临摊、

游摊加大管控力度， 确保不出现

人员聚集占道买卖现象。 截至目

前，清理占道经营、临摊游摊 60

余起，劝离人员聚集 200 余人次。

（丁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清镇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精细化管理 助夜市复工

本报讯 近日， 南明区市场

监管局委托专业抽检机构， 对疫

情防控期间学校食堂开展食品安

全快速检测工作， 进一步做好校

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切实保障

在校师生食品安全。

据悉，南明区已开学学校共 34

所， 其中校内食堂供餐学校 9 所。

为避免人员交叉感染，南明区市场

监管局对北京市第八中学贵阳分

校、贵阳市第三十三中学、南明端

棻学校等 9所校内食堂供餐学校，

采取“不入校式”全覆盖快检。

工作中，检测人员在学校门卫

室布置简易的快检操作区域，由学

校内部人员按照要求使用专业容

器，采取当天足量食材交给检测人

员。 执法人员现场监督快检工作，

当场出结果。每个学校食堂不低于

10个批次，实现全覆盖。

（郭雷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冉婷林）

南明区市场监管局———

“食材快检” 全覆盖

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天河潭景区

恢复开放

3 月 25 日，天河潭景区恢复开

放。 据悉，为保障游客安全，天河潭

景区已进行全方位消毒。 景区内的

贵阳故事街、滨水休闲区、山水瀑

布观光区、水旱溶洞、高空溜索、水

秀表演等全区域开放。 景区营业时

间为 9:00-18:00，实行实名制、网络

预约审核制进行购票，对医务工作

者全年免门票。 游客入园需出示本

人有效身份证， 扫描 “贵州健康

码” ，测量体温后方可进入。图为游

客在景区游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观山湖区———

举行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宣传活动

云岩区盐务街街道———

开展防火宣传 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乌当区

人社局获悉， 该局结合当前正在

深入开展的就业扶贫挂牌督战相

关工作， 全面排查全区就业扶贫

领域突出问题， 进一步巩固提升

就业扶贫工作成效。

落实就业服务方面， 乌当区

人社局针对有就业意愿的困难劳

动力， 由区人力资源中心牵头收

集工作岗位，各乡镇人社中心、区

级包村单位负责将岗位送上门；

加强对未就业人员的跟踪服务，

建立健全跟踪服务台账， 及时更

新相关信息， 做好就业意愿和培

训意愿收集。

加强就业培训方面， 乌当区

人社局对困难劳动力的个人情

况、从业状况、技能水平、培训需

求和愿望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建

立培训需求台账， 围绕劳动者的

意愿、兴趣爱好、就业意愿开展培

训， 引导培训学校结合劳动力市

场需求开展急

需工种的技能

培训；对有培训

意愿的，做到应培尽培，努力实现

“培训一人、 就业一个、 脱贫一

户，创业一人、带动一片、激励一

方” 的目标。

落实就业创业政策方面，乌

当区人社局全面落实困难劳动力

县外省内或省外一次性求职创业

补贴， 对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及时

追踪和服务， 帮助外出务工人员

申领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对符

合条件的做到应补尽补； 全面落

实企业吸纳困难劳动力就业一次

性补贴、 以工代训职业培训补贴

和社会保险补贴。

开发扶贫援助岗位方面，乌

当区人社局优先安置未就业困难

劳动力就业，重点关注边缘户，防

止因就业困难致贫； 积极协调上

级部门， 申请增加扶贫援助岗位

200 个， 加强扶贫援助岗位管理

和使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乌当区人社局———

多措并举巩固提升

就业扶贫工作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