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安国际绿色金融港产业规划馆面积达

2600平方米，主要分为四个板块，预计 5月 15日

全部竣工，并达到交付条件。

26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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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增长极·内陆开放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

政务简报

▲5 月 7 日，贵州富智康华为手机出货达一亿台高峰交流会

在贵安新区举行。 贵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唐兴伦出

席并致辞，华为公司首席供应官姚福海，富士康科技集团总经理、

富智康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建贺参会。交流会后还举行了植树

纪念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游红）

“绿色金融” 是什么？ 在贵

安国际绿色金融港产业规划

馆， 或许你能找到最接地气的

答案。 据了解，该馆将于 5 月中

旬竣工，目前正进行收尾施工。

5 月 6 日，记者提前探馆，先睹

为快。

在位于百马大道的贵安高

铁站旁， 一栋五层楼建筑前，醒

目标示着 “国家绿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 。 走进一楼，扑面

而来的“白色” ，正是产业规划

馆的序厅。 馆内，工人正紧张进

行收尾施工。序厅最引人注目的

是 10 米净高的水幕设计。 “该

水幕以贵州著名景点黄果树瀑

布为原型，开启后，利用声光电

等综合效果，展示多彩贵州和山

水贵安的大美风光。 ” 贵安国际

绿色金融港招商策划总监王成

飞说。

一路往里，是一条 200 多米

长的参观长廊，从读懂绿色金融

产业， 到展现产业发展方向、路

径、成功案例，再到呈现贵州发

展绿色金融产业的优势与力量，

以及中国西部绿色金融中心的

总体目标、开发时序、打造体系

等，内容丰富详实。

“绿色金融对普通老百姓

来讲，相对‘概念化’ 了一些。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展馆结

合最新科技， 采用了不少趣味

性、互动性强的呈现方式。 ” 王

成飞说。

展馆的第二个板块， 是由

一面 360 度无缝隙连接的 LED

屏幕围合成一个直径达 10 多

米的 “大圆圈” ， 参观者站在

“圆圈” 中心，抬头就能全方位

观赏视频。

在“沉浸式影院 ” 观看介

绍贵安新区的影片 ， 有一种

“飞越感” 。 影片一开始，天空

洒出礼花， 观看者跟随影片以

3D 视角从贵安的空中掠过，又

俯身越过月亮湖， 接着鸟瞰大

学城等秀丽风光。 几分钟“翻

山越岭” 的“贵安之旅” ，最后

平稳落地在绿色金融港的产业

招商中心。

王成飞介绍，目前整个产业

规划馆面积达 2600 平方米，主

要分为四个板块， 预计 5 月 15

日全部竣工， 并达到交付条件。

展馆楼上的二楼、三楼、四楼，则

将建成办公室、服务窗口、报告

厅等，成为学术报告、交流路演

的活动区。

“今后，该展馆将打造成为

国内首个以绿色金融为主题的

产业规划馆， 同时也将成为贵

安新区绿色金融、 总部经济的

招商平台， 集中展示贵安新区

‘绿色金融 + 大数据 + 高端服

务贸易’ 三大旗帜产业。 ” 王成

飞说。

据了解，贵安新区是我国西

南地区唯一、全国首批国家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通过不断

打造国际绿色金融、高端服务贸

易、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

平台，预计到 2030 年，贵安国际

绿色金融港将陆续聚集 600 家

至 800 家国内外企业，就业人口

约 12 万人。

“贵安造” 华为手机破一亿台

贵安国际绿色金融港产业规划馆下周“揭面纱”

本报讯 4 月 27 日，清镇市

政务服务中心公证处窗口与贵

安新区贵新法律服务所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这意味着清镇贵安

公证业务实现通办，也意味着贵

安新区企业、群众办理公证业务

在本地即可办理。

一直以来， 贵安新区无公证

机构，企业、群众办理公证业务

时需到清镇办理。 2018 年以来，

清镇市政务服务中心公证处窗

口为贵安新区企业、群众办理了

各类公证业务上千件。

为积极响应省委、 省政府

《关于支持贵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以及《贵阳贵安协同融

合发展 “十通” 3 年行动计划》

提出的政务服务先行实现跨区

域办理的要求，节约企业、群众

办事成本，满足贵安新区、清镇

市等政府部门、工业园区、社区、

乡镇、企业等多层次、多领域的

公证法律服务需求，清镇市政务

服务中心将公证业务事项纳入

贵阳贵安通办事项范围。

通过协调，清镇市公证处与贵

新法律服务所开展合作，在贵安新

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置嵌入式通办

窗口， 这意味着贵安新区企业、群

众办理公证业务在本地即可办理。

（杨洪金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李春明）

贵安清镇公证业务实现通办

本报讯 贵安新区党武镇

防返贫预警监测显示，该镇 4 月

份未发现返贫和易返贫情况。 这

是记者昨日从该镇获悉的。

为巩 固 提 升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

攻坚战，防止脱贫户可能因灾、

因病、因突发事故等导致返贫，

党武镇将辖区内人均纯收入低

于 5000 元且有致贫风险的非

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均纯收入

低于 5000 元且有返贫风险的

已脱贫户统一纳入动态监测。

如发现存在返贫或易返贫情

况，将给予针对性帮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欣健）

党武镇防返贫预警监测

4月份未发现返贫户

本报讯 连日来， 贵安新区

马场镇多措并举，继续做好相关

工作，及时为全镇干部敲响“廉

洁警钟” ，推动节假日风清气正。

重申廉政教育。 节前，马场镇

组织党员干部进行“五一” 廉洁

教育专题学习， 学习有关干部廉

洁自律和厉行节约的相关文件，

印发 《关于严明 2020 年五一、端

午期间有关纪律要求的通知》，重

申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有关作风

建设要求， 要求全镇党员干部遵

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 带头抵制

不良风气， 严格执行廉洁自律的

有关规定，让党员干部紧绷“纪律

弦” 、不碰“高压线” ，做到严格遵

守纪律规定， 以实际行动努力营

造崇廉尚俭的节日氛围。

营造廉洁氛围。 马场镇通过

发送廉洁短信的方式，向党员干

部发送廉政提醒，敲警钟、早预

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抵制

不正之风，筑牢思想防线，打好

廉洁过节的“预防针” ，增强党

员干部拒腐防变的 “免疫力” ，

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

思想道德底线，确保节日期间不

发生腐败事件。

执纪监督问责。 马场镇纪委

加大专项监督检查和问责力度，

组织人员对全镇范围内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四风” 问题

开展明察暗访活动，并公布举报

电话， 严查各单位收受节礼、公

款吃喝、 公车私用等不正之风，

发现一起、曝光一起，以强化党

员干部遵纪的自觉性， 坚决以

“零容忍” 态度抵制不良风气反

弹回潮，为“五一” 营造风清气

正的节日气氛保驾护航。

（陈会敏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张鹏）

马场镇多措并举

敲响节日“廉洁警钟”

本报讯 4 月中下旬， 贵安

新区市场监管局联合社管局，对

辖区八所复学复课学校开展食

品安全检查。

按照贵州省统一安排， 初中

高中阶段毕业年级已于 3 月 16

日复学复课。 3 月底前，贵安新区

市场监管局便完成了春季校园及

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检查全覆盖。

根据相关要求， 此次联合行

动重点检查学校食堂从业人员

持证上岗、食品留样制度、原材

料控制、食品贮存条件是否符合

要求等，并督促学校重点做好食

品加工场所卫生管理、餐具清洗

消毒、就餐场所卫生管理、从业

人员健康管理等与疫情防控有

关的食品安全工作，完善食品安

全应急预案，做好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

接下来，贵安新区市场监管

局将充分发挥智慧监管优势，利

用食安监 APP 和“明厨亮灶” 等

信息化手段，持续加强食品安全

隐患防控，不断加大学校食堂食

品安全检查力度，对学校周边食

品经营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全

力保障辖区师生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两部门联合检查

八所复课学校食品安全

本报讯 5 月 7 日， 贵安新

区市场监管局高峰分局对辖区

内药品经营企业开展监督检查。

此次检查以日常监督检查

为主，主要查看药品经营企业设

施设备使用情况、药品购进的索

证索票情况、药师在岗及营业员

培训情况、 特殊药品销售情况。

据介绍，贵安新区市场监管局高

峰分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16 人

次、执法车辆 8 台，检查辖区内

药店、卫生室共 8 家，发现颠茄

磺苄啶片 48 瓶， 并全部进行下

架处理。

下一步， 贵安新区市场监管

局高峰分局将继续对下架的药

品进行跟踪管理，严格按照相关

要求进行监管，确保人民群众用

药安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高峰镇开展药品监督检查

本报讯 5 月 7 日， 富士康

（贵州） 第四代绿色产业园举行

贵州富智康华为手机出货达一亿

台高峰交流会。 会上，视频回顾见

证了第一亿台“贵安制造” 华为

手机在 4 月 30 日正式下线的场

景， 这意味着贵安新区智能制造

迈上新台阶。

2014 年，富士康（贵州）第四

代绿色产业园落地贵安新区，作为

富士康发展绿色环保、高端智能产

业的起点。 随着富士康 A 次集团、

E 次集团、K 次集团及周边服务单

位进驻，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

色产业园工业产值实现 “连跳”

———2017 年，园区实现工业产值达

150 亿元， 进出口总额 24 亿美元；

2018 年， 园区工业产值达 184.35

亿元， 进出口总额 18.57 亿美元；

2019年，工业产值达 213 亿元。

2018 年，富士康（贵州）第四

代绿色产业园入选 “国家级绿色

工厂” ，成为贵安新区践行“高端

化、绿色化、集约化” 发展要求的

又一生动注脚。 目前，该园区已建

成一期 A、B、C 三栋厂房以及二期

E01、E02、E03 三栋厂房，现有员工

18000 余人，其中 95%为贵州籍。

经过多年合作， 富士康 （贵

州） 第四代绿色产业园已成为华

为在西南地区的最重要战略合作

伙伴。 该园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在现有制造设备的基础上

加快转型升级和技术改造，扩大规

模，并打造高端智慧化工厂，配合

5G 新技术转型，“到 2025 年，预计

年工业产值达到 400 亿元以上。 ”

据介绍， 作为国家级新区，贵

安新区自成立以来就把大数据和

高端装备制造作为主导产业。凭借

得天独厚的交通、生态、地质、能源

和服务优势， 贵安新区汇聚了华

为、富士康、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苹果、 腾讯、 中科院

FAST 天文大数据、 京东集团等超

大型数据中心，服务器承载能力未

来将达到 450 万台，中国南方数据

中心示范基地也正在加快形成。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游红 / 文 石照昌 / 图）

工作人员展示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下线的第 1 亿台华为手机。

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

在 360 度无缝隙连接的 LED 环形屏幕下，抬头就能欣赏精彩视频。

在“沉浸式影院” 里，观众可感受贵安主题的视听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