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统计，今年 1 月

至 7 月共开（复）工主

营业务项目 27 个，同

比增长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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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武镇龙山村依山傍水，松

柏山水库及花溪水库环绕周围，

全村森林覆盖率达 45%以上，村

内古树参天、风景秀丽，是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 2013 年以来，龙

山村启动美丽乡村建设，通过挖

掘当地文化名人价值、实施基础

设施建设、传承特色美食、大力

发展种植产业和劳务经济等方

式，走出一条田园诗意致富路。

“静对祛浮妄， 微吟领秀

寒。幽踪千古秘，犹怨墨光残。”

这是诗人吴中蕃所作 《龙山六

咏》中《款端峦》的一句，盛赞

的正是龙山美景。

吴中蕃，贵州贵阳人，明末

清初时期著名诗人，曾在龙山隐

居 17 年。隐居期间，吴中蕃教书

种地、吟诗作赋，写下了许多著

名诗句，大赞龙山美景。 其隐居

时的书屋及读书亭保存至今，古

香古色，颇具诗书气韵。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 充分挖

掘吴中蕃曾经在此隐居的文化内

涵，提升旅游价值，2013 年，龙山

村启动美丽乡村建设， 改造吴中

蕃旧居、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设，

逐渐打造出了一个宁静祥和、古

意盎然、宜居宜业的美丽村寨。

“文化底蕴深厚，又拥有秀

丽的自然风光和便利的交通，当

然要充分地利用起来。 ” 龙山村

村委会主任吴锦刚说，通过“集

体 + 公司 + 农户” 的模式，充分

利用集体资源，龙山村走出了一

条发展新路，每个村民都受益。

2015 年， 吴锦刚牵头成立

村集体所有制企业贵州黔真龙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并将目光瞄

准了村口位置优越的几十亩荒

地， 计划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第

一步就是修建一个游客接待中

心和高端餐厅。

村集体以土地入股、 村里家

家户户是股东， 村民还可通过资

金入股提升持股比例……这个模

式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 纷纷踊

跃入股。2018年，龙山村游客接待

中心投入运营，取名“悦子庭” ，

它同时也是一个可以提供美食的

高端餐厅。 经过几年的发展，悦子

庭已成为一个集休闲、饮食、文化

等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

围绕 “将地方特色与旅游

经济结合起来， 建设山水生态、

田园风光、民俗风情为一体的体

验型旅游文化度假村” 的思路，

龙山村除了大力挖掘历史文化

与民族民俗文化外，更是抓紧时

机大力发展种植产业和劳务经

济，带领村民集体致富。

在龙山村种植产业中，美国

大红桃的经济效益最高， 目前，

该村种植美国大红桃 500 余亩。

此外， 龙山村大力发展劳务经

济，仅悦子庭就提供了 100 余个

就业岗位。利用地理位置距离大

学城仅 3 公里的优势，安排村民

到大学城打工。

大力发展旅游，多元化提升

收入，这让村民的致富道路更加

宽阔、稳定。 据介绍，2019 年，龙

山村村民平均年收入达 18000

余元。

本报讯 9 月 11 日，记者从

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获

悉，截至今年 8 月底，该公司共

获批地方政府专项债和特别国

债项目 17 个， 获批资金 44.86

亿元。

今年以来， 面对疫情防控带

来的不利影响、 市场下行压力加

大的不利局面， 贵安开投公司突

出抓好国家发行地方政府专项

债、抗疫特别国债的政策机遇，加

大项目包装和谋划力度， 在充分

研究地方政府专项债及抗疫特别

国债投向的基础上， 借助 “贵安

八条” 出台的重大政策机遇和贵

阳贵安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机

遇， 从解决贵安新区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发展、民生实事等方面着

手，建立项目申报储备库，储备项

目 48 个、 预计总投资 351 亿元，

申报资金 143 亿元。 截至 8 月底，

通过积极主动对接 , 该公司获批

地方政府专项债和特别国债项目

17 个、获批资金 44.86 亿元。

今年以来， 贵安开投公司上

下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综合

开发两大主营业务集中发力，采

取组建专班、明确责任、创造条

件加快项目建设， 贵安医院、贵

安高铁站东广场和市政接驳、大

学城初中、 翁岗安置点、220KV

后卡线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快

速推进，置悦城·贵安馨苑、综合

体四、翰林园等城市综合开发项

目加快建设。

据统计， 今年 1 月至 7 月

共开（复）工主营业务项目 27

个，同比增长 61%，该公司主营

业务基石加强 ， 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情况超预期， 总体呈现出

“投资高速增长、 目标预期可

待” 的特点。

（向凌龙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张鹏 / 文 石照昌 / 图）

贵安市场监管局开展

特种设备安全专项培训

本报讯 9 月 14 日，贵阳倍

诚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志愿者走

进贵安新区新艺学校，开展禁毒

教育宣传活动，受到师生好评。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 PPT 讲

解、播放禁毒宣传视频、禁毒知

识问答、 讲解身边案例等方式，

介绍了毒品的概念、种类，以及

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

引导学生从小树立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 的观念。

据介绍，开展此次活动， 是

为了深入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工作， 充分发挥学校主阵

地、课堂主渠道作用，提高青少

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

（通讯员 唐安永）

龙山村打造特色文化村寨

走出田园诗意致富路

建设中的贵安医院。

本报讯 9 月 14 日，贵安综

合保税区邀请专家，以“服务贸

易” 为主题开展专题知识讲座。

作为贵安综保区开展 “学

政策用政策 提能力促发展” 活

动的系列活动之一， 讲座中，来

自南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齐海涛从服务贸易的定义、发展

现状和未来趋势、贵阳贵安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思路等方面进行

讲授，并与参会人员交流互动。

中国是全球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的重要探路者。 2016 年，我

国在上海、 海南等 15 个地区部

署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2018 年进一步深化试点， 贵安

新区成为试点地区之一。 今年 8

月，为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 进一步提升 “中国服

务”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新

一轮试点从原有的 17 个试点地

区扩大至 28 个，贵阳、贵安新区

名列其中。

讲座结束后，贵安综保区干

部职工纷纷表示，此次“充电”

十分重要，受益匪浅，补充了干

部职工的知识缺项，对进一步了

解政策、提升工作本领、推进工

作成效有积极作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游红）

贵安综保区开展专题知识讲座

提能力促发展

本报讯 9 月 14 日， 高峰

镇党委举行第 3 次中心组暨

“学政策用政策 提升能力促发

展” 活动第 1 次学习研讨会。

研讨会以“以学促谋，抢抓

贵阳贵安融合契机， 以践促变，

绘就贵安高质量发展中的高峰

蓝本” 为主题，学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国家级

新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到今

年是贵阳贵安融合发展的开局

之年，是“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

年，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作为贵

安新区四个直管乡镇之一，高峰

镇要抓住贵阳贵安融合发展的

新机遇， 在变局中开创新局面，

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

高峰镇表示，将切实把握实

际，努力探索、奋力开创，加快推

动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推动全

镇上下融入发展浪潮，谱写出属

于高峰镇开拓发展的篇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高峰镇举行学习研讨会

以学促谋以践促变

本报讯 9 月 8 日至 10

日，贵安新区市场监管局湖潮分

局联合湖潮乡安监站、 派出所、

农业农村办等单位对车田景区

餐饮户进行联合检查。

此次联合检查涉及食品安

全、电器安全、消防安全等方面。

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全面检

查了经营户的许可管理、制度管

理、人员管理、环境卫生、原料控

制、加工制作过程，以及消防设

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设施是否

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等，并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要求经营户立即进行整改。 同

时，联合检查组要求各餐饮户在

经营过程中要倡导文明用餐，在

醒目位置张贴文明餐桌公约，提

醒顾客按需点餐， 提供公勺、公

筷等。

（王娟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谢孟航）

湖潮乡多部门联合

检查车田景区餐饮安全

本报讯 9 月 10 日， 贵安

新区消防救援支队前往三大粮

食储备仓库开展火灾隐患排查

和微型消防站建设指导服务工

作， 以消除粮食储备仓库火灾

隐患， 提升其消防安全管理和

应急处置能力。

在中央储备粮贵阳直属库、

贵州省储备粮贵安中心库和贵

阳市甘荫塘粮食仓库，消防人员

按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标准进

行火灾隐患排查，并现场指导隐

患整改。 实地查看微型消防站基

础设施建设后，消防人员对微型

消防站的日常管理、 岗位职责、

火灾应急处置程序、值班巡查制

度、 执勤训练等进行细化规范，

明确了具体要求和标准。

检查结束后，消防人员要求

被检查单位要对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进行回顾总结， 落实责任、资

金、措施，消除火灾隐患；落实消

防安全主体责任， 明确消防安全

责任人、管理人，培养消防安全明

白人， 层层压实消防安全管理职

责，提升消防安全管理能力；强化

保障措施，加大经费投入，立足防

小救早，充分发挥微型消防站“小

灵快”优势，打造一支“巡防 +宣

传 +灭火”三结合的队伍。

（刘佳隆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张鹏）

贵安消防排查粮库火灾隐患

俯瞰龙山村。

本报讯 9 月 14 日， 记者

从宾阳大道延伸段（一期）二标

段施工方获悉，目前，该标段重

要节点工程———跨金马路立交

高架桥进入桥梁墩柱施工阶段。

据施工单位湛江市市政建

设工程总公司项目负责人冯茂

华介绍，近期正值雨季，加之金

马大道车流量较大， 施工进度

受到一定影响， 但工人冒雨施

工，推进项目建设。 目前，正在

进行桥梁墩桩钢筋安装、 辅道

边坡修整、土石方外运、桥梁墩

台施工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文 / 图）

跨金马路立交高架桥

进入桥梁墩柱施工阶段

跨金马路立交高架桥施工现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欣健 / 文 石照昌 / 图

本报讯 日前， 贵安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各分局开展特种设

备安全专项培训， 进一步推进特

种设备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 加强辖区内特种设备安全生

产管理，提高安全生产意识。

培训会上，各分局传达学习贵

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关于开展

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的相关文件精神，要求特种设

备使用单位、企业要切实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制，积极主动做好安

全隐患排查工作，落实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推进企业依法、依规经

营；加大安全投入，重点用于风险

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做好生产过

程全监控工作， 做到无死角全覆

盖；做到专人管理，做好安全自查

记录，按时进行特种设备维护和保

养工作，严禁使用超期未检的设备

进行生产活动。

会后，各分局与参会单位签

订《贵安新区特种设备安全使用

承诺书》，并发放《贵州省电梯

条例》等宣传手册。

（何音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谢孟航）

禁毒宣传走进

贵安新区新艺学校

贵安开投公司获批地方专项债和

特别国债资金 44.8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