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 月 12 日，记者从

建设单位贵州贵安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获悉，目前，贵安新区花

溪大学城创业路项目主体工程

已完工。

据了解，花溪大学城创业路

为城市次干路， 设计时速 40 公

里，道路起点接栋青路，沿东西

向布线，下穿西南环线铁路后与

规划经一路（城市支路）、思杨

路（城市主干道）、思雅路（城市

主干道）及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

内部弹性道路相交，终点位于贵

安新区直管区边界线，与花溪区

在建的创业路顺接， 全长 1.909

公里，双向六车道。

“我们从 2020 年 9 月进场

施工以来，克服了前期征收时间

长等难题，加紧施工，项目得以

快速推进。 ” 施工单位中铁十七

局现场代表张臣说，该项目的路

面、 路基等主体工程已基本完

工， 目前正加紧推进人行道、绿

化等工程建设。

“创业路是贵安新区‘一城

一带’ 规划中的一条城市次干

道，兼具集散交通和服务性功能，

对加强片区内部地块的联系有着

重要意义。 ” 贵州贵安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该项目

建成后， 可形成贵安新区与花溪

区的一条交通连接通道， 缓解甲

秀南路的交通压力。同时，项目贯

穿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内部，将

极大地发挥城市道路的经济带动

效益，提高周边土地开发速度。

（实习生 陈迅 贵阳日报融媒

体记者 张鹏 /文 石照昌 /图）

本报讯 记者从贵安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获悉，2020 年，该

局不断健全完善规范行政执法

的事前防范、事中制约、事后监

督机制， 提升行政执法水平，维

护市场秩序，共计立案 62 件，结

案 57 件。

2020 年，贵安新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出动执法人员 1280 人次、

执法车辆 400 余台次， 开展了多

项专项执法行动———

联合有关部门， 开展打击野

生动物违规交易专项执法行动和

打击整治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

品专项行动，及时劝阻集体聚餐，

严查口罩、药品等产品和猪肉、蔬

菜等生活必需品领域串通涨价、

价格欺诈、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

开展白酒市场专项整治行

动，重点对商品包装、标签上滥用

“特供”“专供” 标识行为进行检

查，检查白酒经营户 128 户，检查

各类售卖点 146 户次。

组织开展农资执法打假行

动、 打击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

执法行动、打击“洋垃圾” 走私行

动等， 检查农资销售经营户 10

家， 查处食品案件 11 件， 罚款

5.8 万元。

加强网络市场监管， 重点检

查互联网违法广告、虚假宣传、侵

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 以及电

子商务经营者的亮证亮照或公示

情况。

开展房地产广告监管工作，

重点围绕对入住者办理户口、

就业、升学等事项的承诺，对升

值或投资回报有承诺， 对规划

或者建设中的交通、商业、文化

教育设施以及其他市政条件作

误导宣传的房地产违法广告 ，

检查房地产广告企业及其他广

告主体 57 户次，下发行政提醒

书 2 份。

开展转供电环节价格专项治

理，组织 31 家转供电主体单位召

开提醒告诫会， 共清理出多收费

用 754144.55 元。

开展强制性认证专项整治、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消防安全

“百日攻坚” 专项行动，共检查

经营电器及附件产品经营场所

60 家、餐饮企业 337 户次，发现

消防问题 96 个，督促整改 96 次；

检查电梯救援通道 119 次， 督促

整改 40 次。

此外，贵安新区市场监管局

还开展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

执法专项行动； 开展长江流域

禁捕工作 ，以农贸市场 、超市 、

餐饮服务单位为重点， 开展水

产品专项市场排查； 建立打击

传销规范直销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构建“党政主导、政府牵头、

部门协同、 公众参与 、 综合治

理” 的打传工作格局；大力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 严厉打击

重点行业违法违规行为， 有效

净化市场环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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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1 月 13 日从

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获

悉，2020 年该公司系统谋划、立

柱架梁，全面推进系统集成，通过

深度实施改革推动企业加速向市

场化、实体化转型升级，全年共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111.43 亿元，同

比增长 85.5%。

围绕定位定向，推动“三个

瘦身” 。 贵安开投坚持突出主业、

聚焦主业的改革方向，推动业务、

人员、机构实现瘦身健体。围绕广

义城投集团发展定位和深耕新区

的业务定向， 集中精力处置无关

无效业务， 制定无关无效企业清

理退出计划， 目前已清退 24 户，

收回投资 19.98 亿元。 强化顶层

设计，实现优质资源重组，将一级

子公司由 16 家合并重组为 11

家，二、三级子公司由 125 家合并

重组为 96 家， 总部机构从 18 个

部门合并重组为 9 个。 制定“三

定方案” ，做到人岗相适，精简闲

置岗位。

激发动力活力，实现“三能

目标” 。 贵安开投坚持 “全员选

聘、重新上岗” ，对专业能力要求

较高的岗位实行公开招聘， 建立

起“员工能进能出” 的用工机制。

树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选

人用人导向，建立起“职务能上

能下” 的干部管理制度。坚持“以

岗定薪、薪随岗变” 的分配原则，

通过改革，健全调薪通道，对考核

优秀的进行调档升薪， 对考核不

合格的进行降级降薪， 建立起

“收入能增能减” 的分配机制。

突出精细管控，强化“三个

规范” 。 治理结构更加规范，以规

范法人治理结构为统领， 以股东

会议事规则、 党委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经理办公会

议事规则为支撑，形成“1+4” 规

范化治理体系。 对企业的治理权

责边界进行划分，形成“一表一

清单四规则” 的规范化治理体

系。 制度体系更加规范，按“协

同、高效、实用” 的原则，对管控

流程和制度体系进行全面梳理，

基础管理制度类别从原 13 类合

并为 9 类， 制度数量从原 149 项

精简至 107 项， 同步组织开展制

度宣讲宣贯 28 次，基本形成以制

度管权、 按制度办事、 靠制度管

人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管控机

制更加规范， 注重系统集成，以

健全制度体系带动管控体系重

构， 基本形成了以投资管理、财

务管控、 风险防控、 绩效考核为

基础， 以规范融资管理、 项目管

理、人员管理、机构管理、薪酬管

理为专业类别的“4+5” 规范化

管控体系， 实现了企业决策、经

营管理的全域规范。

通过深度改革， 贵安开投进

一步明晰了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

综合开发、市政运营“三位一体”

广义城投集团的发展定位和业务

模式， 进入了定位清晰、 主业聚

焦、运行规范的新发展阶段。

发展动力强。 贵安开投成功

争取贵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出

台 《支持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全年共盘活存量资

源资产 50.5 亿元， 化解政府隐

性债务 180 亿元；实施问题化解

攻坚战，累计完善项目前期手续

300 项， 完成 27 个项目的竣工

验收备案工作 ， 实现建设项目

“投转固” 零的突破；实施项目

建设大会战， 推动贵安医院、贵

安高铁站等一批重大项目开工

复工。

质效再提升。2020 年，贵安开

投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1.43 亿

元， 同比增长 85.5%； 完成收入

111 亿元，同比增长 3%；实现利润

11 亿元，同比增长 6%；回笼资金

81亿元，同比增长 41%。 人均创收

从改革前的 13.37 万元提高至

15.68 万元， 增幅 17.31%。 同时，

把成本管控贯穿经营运行始终，

费用支出同比下降 6.6%。

创业后劲足。 通过畅通人员

进出通道和干部能上能下的机

制， 切实强化了干部员工责任担

当。公司党委将压力层层传导、责

任层层落实、岗位层层盯紧，干部

员工工作作风持续改进、 精神状

态极大提振。

下一步， 贵安开投将紧扣新

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围绕“强省

会” 五年行动目标任务，积极主

动作为， 奋力打造业务体系更加

优化、 发展能力更强、 行业地位

更加凸显、 发展质量更加优良、

价值优势更加明显的实体性现代

企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寒冬时节，在贵安新区高峰

镇王家院村的葡萄基地， 村民

们正忙着给葡萄藤修枝剪条、

施肥养土，一派繁忙景象。

“这些年，王家院村发展葡

萄产业，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甜蜜。 ”

王家院村村委会主任李东华

说。

王家院村地处贵安新区西

部， 距离贵阳 55 公里， 总人口

约 3000 人。 曾经， 王家院村以

种植玉米、水稻、小麦等传统农

作物为生， 年人均纯收入不足

千元。 2004 年，当选上村委会主

任的李东华， 萌发了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的想法。

“要想让村民转变观念，首

先得自己先转变、先尝试。 ” 李

华东说。

经过调查，李华东瞄准了葡

萄产业，并试种了 5 亩，丰产后

卖了 3 万元， 比当时村民的平

均收入高出好几倍。 看到了实

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村民们也

纷纷改种葡萄。

2014 年， 国务院正式批复

贵安新区为第八个国家级新

区， 并赋予贵安新区建设西部

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 内陆开

放型经济新高地、 生态文明示

范区三大战略任务。 从此，贵安

新区广大干部群众撸起袖子加

油干， 努力探索创新发展崛起

新路子。

在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扶持

措施的推动下，贵安新区农村产

业革命向纵深推进，各乡镇扎实

抓好农业农村各项工作落实，王

家院村也迎来了一派新气象。

据李华东介绍，从那时起，

王家院村的葡萄产业进入快速

发展黄金时期， 先是成立了农

业专业合作社， 引导村民抱团

发展； 经过探索实践， 摸索出

“党支部 + 合作社 + 基地 + 农

户” 产业模式，完善利益联结；

之后又邀请专家对葡萄产业进

行全程技术指导、 规范田间管

理、产品统一销售等，实现了葡

萄种植标准化、 村民增收常态

化。 截至目前，王家院村 80%的

村民都已种上葡萄， 全村葡萄

种植面积达 8000 多亩， 人均年

收入约 16000 元。

如今，王家院村的村民靠着

种葡萄，盖起了楼房，买起了小

轿车，过上了幸福生活。

“我们还在不断进行品种

改良， 力争继续把葡萄产业做

强做大。 ” 李东华说。

近年来，在贵安新区推进文

旅融合发展的背景下， 高峰镇

通过举办葡萄节、 电商推广等

多种销售模式，把“好葡萄” 变

成好商品， 把好商品变成好产

业。 同时，通过农业观光、采摘

体验， 探索出了一条以农旅结

合为发展道路的销售模式，助

力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 王家院村将聚焦

高质量发展要求，着力推进新

型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旅游

产业化等，积极谋划、主动作

为，依托周边的云漫湖 、高峰

山和藤甲部落等景区，以美丽

乡村建设为抓手，强化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农旅融合再上新

台阶。

贵安开投深化改革提升质效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5.5%

高峰镇王家院村：小葡萄串起大产业

贵阳日报融媒体实习记者罗长清/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图

贵安市场监管局开展多项执法行动维护市场秩序

花溪大学城创业路

主体工程完工

本报讯 为规范户外广告管

理秩序，1 月 13 日，贵安新区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按照 “拆除一批、

规范一批、提升一批” 的工作思

路， 对贵安新区范围内的户外广

告启动为期 1 个月的集中整治。

此次整治主要从四个方面开

展：摸清底数，排查阶段同步对各

广告商进行初步调查， 宣传各项

政策， 为依法拆除违规广告做好

充分准备工作；限期整改，对照台

账依法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

期自行整改或拆除违规广告；加

强监督，加大巡查力度，检查整改

情况， 对限期责令整改不到位的

督促其整改到位， 对逾期未自行

拆除的违规广告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强制拆除；全面清理，组织市政

公司对“牛皮癣”广告进行清理。

在整治过程中，贵安新区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将对存在隐患

的广告牌进行拆除，清理违法违

章广告，改变户外广告设置“杂、

滥、乱、差” 的局面，提升贵安新

区城市形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贵安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集中整治户外广告

本报讯 为保护好森林资

源 ，切实抓好冬春季森林火灾

防控工作， 近日， 贵安新区高

峰镇林业站对全镇的重大风

险点开展森林火灾风险隐患排

查整治， 确保不留盲区、 不留

死角、不留空白。

据介绍，高峰镇森林面积有

58214 亩，森林覆盖率为 42.5％。

其中，林地面积 25571 亩、灌木林

面积 30505 亩、 宜林荒山荒地面

积 650 亩、经济林 1488 亩。

在排查过程中，护林员重点

排查林区周边输配电线路等重

要设施，并深入林间村寨等重要

部位、国有林区排查森林火灾隐

患，严防森林火灾发生。 同时，护

林员还认真落实“防火码” 小程

序的使用工作，对进出入林区防

火检查站、临时卡口、国有林场

的人员和车辆进行扫码登记，对

设置“防火码” 的卡点开展不间

断排查。

此外， 高峰镇还实施 “九

进” 宣传工作，强化森林防火宣

传教育，营造人人参与森林防火

的浓厚氛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高峰镇排查整治

森林火灾风险隐患

王家院村一角。

果农在为葡萄藤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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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天气晴好，气温回升，在贵安新区月亮湖公园，不少

游客前来游玩，享受久违的冬日暖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游公园 享暖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