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俯瞰贵安医院。

图②：贵安医院门诊楼大厅。

图③：医疗设备等待安装。

图④：施工人员在进行焊接施工。

3 月 21 日， 记者在贵州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贵安医院 （以下简

称“贵安医院” ）一期项目施工现

场看到，800 多名工人各司其职，

绿化、水电安装、医疗设备安装等

后期收尾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现

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

贵安医院是一家公立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 位于湖潮乡百马大

道和天河潭大道交汇处。 项目一

期工程总面积 37.47 万平方米，床

位数 1500 张，设 32 个病区，拟进

驻 52 个临床医技科室。

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项目，

贵安医院项目建设备受社会关

注。 目前， 贵安医院急症医技综

合楼、病房楼、医技综合楼、高压

氧舱、 行政办公会议楼等工程已

建成；倒班宿舍、能源中心、污水

污物处理站、 室外综合管廊、景

观道路工程等后期收尾工作正有

序推进。

为加速建设进度， 建设单位

贵州贵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年

前提前谋划、加强调度，会同贵安

医院筹委会、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等相关单位对医院投运前置

条件进行科学合理研判， 编制了

《贵州贵安医院项目建设、运营筹

备推进任务分解表》，全力推进建

设，确保贵安医院一期项目 7 月 1

日如期建成运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长清 / 文 石照昌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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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贵安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暨

“牢记殷切嘱托、 忠诚干净担当、

喜迎建党百年” 专题教育动员会，

动员全局上下迅速掀起党史学习

教育的热潮。

会议强调， 全局广大党员干

部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领会和

准确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 确保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党中央、省委、新区党工

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要紧密结合

市场监管实际， 牢牢把握重点任

务，围绕六个“进一步” ，高标准

高质量抓好党史学习教育。

会议要求，要精准组织、全力

推动， 坚持学习党史与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

通，坚持党史学习教育与专题教育

相结合，牢牢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工作目标， 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精准

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要求，扎

实做好市场监管各项工作。

会议要求， 班子成员要切实

带头把局领导小组的部署和要求

落到实处，认真开展专题学习，积

极开展主题宣传， 精心组织专题

培训，扎实开展专题调研，深入开

展实践活动，抓好警示教育，严肃

开展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

会，引领干部职工全身心投入，静

下心学习，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

悟、学有所得。

（张志钦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谢孟航）

本报讯 近日， 贵安新区大

学城街道筹建委员会举行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 对党史学习教

育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

大学城街道筹委会将成立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机构， 设立六个

指导组，层层压实责任，让全体党

员干部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到党

史学习教育中来， 准确把握好党

史学习教育的目标任务、 基本要

求和核心要义。

会议指出， 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

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

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

的重大决策。 各党委、支部要根据

各阶段学习重点， 结合实际制定

工作清单计划和实施举措， 确保

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取得实效；要

通过主题党日、情景党课、考察学

习、思想交流等形式，积极组织党

员体验感悟革命传统和传承革命

精神，对思想进行再次淬炼；要利

用好贵州的红色资源， 进一步发

挥革命遗址、 纪念场馆的教育引

领功能；要结合实际开展好“我来

讲党史” 、专题党课、警示教育等

活动，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为推动发展和工作的动力， 大力

推动建设“功能齐全、配套完善、

交通便捷、环境优美、管理科学”

的大学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俊鹏）

贵安市场监管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大学城街道筹委会部署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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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贵安新区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工

作组办公室获悉，近日，国家卫

生健康委调研指导组一行到贵

州医科大学大学城医院调研指

导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调研指导组实地考察了贵

州医科大学大学城医院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点， 并按照接种流

程走访了叫号等候大厅、 登记

室、接种室、留观室、不良反应

处置室（抢救室）等场所，详细

了解接种流程及不良反应处置

程序。

作为贵安新区唯一指定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定点医疗机构，

贵州医科大学大学城医院配备

了 14 个接种台、10 个登记台，

并设置应急预案确保接种工作

安全有序，为开展大规模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作了充分准备。

调研指导组对贵州医科大学

大学城医院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

流程设置和工作开展情况给予肯

定， 一致认为贵州医科大学大学

城医院组织领导到位、 方案具体

可行、人员培训有力、设备设施齐

全， 能够满足贵安新区新冠病毒

疫苗应急接种工作需要。

接下来的工作中，贵州医科

大学大学城医院将不折不扣落

实调研指导组提出的要求，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组织

领导， 全力做好新冠病毒疫苗

大规模接种前各项准备工作，

不断完善和细化工作方案，加

强应急演练， 加强工作人员培

训，提升业务技术能力，配齐急

救人员和急救药品， 确保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科学安全有

序进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长清）

国家卫健委调研指导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 日前，数据宝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行业企业，推

出国有交通大数据保险应用方

案———非营运货车风险评估，帮

助车险企业快速识别非营运货

车风险，目前已有多个产品上线

应用。

作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

合试验区的十大重点企业之一，

数据宝公司于 2016 年在贵安新

区成立，专注于为国有数据资源

方提供数据治理、 产品研发、交

易流通、应用变现等数据增值代

运营服务，承担着国有大数据资

产增值共享开放流通先行试点

的重任。

通过与国家权威机构合作，

数据宝公司推动交通大数据的

重要组成部分———高速大数据

的开放共享，在保障国有数据安

全的前提下，自主研发了成熟的

交通大数据产品，助推交通大数

据稳步开放、安全流通及合法合

规应用。由该公司深度运营的高

速大数据资源覆盖全国高速通

行车辆（海南、西藏除外），具有

数据权威合法、 数据库动态更

新、支持数据回溯、支持灵活开

发应用等特点，是加快培育数据

要素市场、进一步激活国有数据

价值、推动大数据产业规范化发

展的一项重要案例工程。

“近年来，货车的销量持续

增长，而货运从业人员培训及考

核、 货运车辆年审年检的环节

多、手续杂、证件多、办证难的问

题困扰行业已久。 ” 数据宝公司

总裁汤寒林说，因货车风险差异

大，信息不对称度高，目前保险

公司的货车信息收集依然靠人

工上报，准确度和覆盖度都比较

低，靠这些数据进行单维度分析

很难准确预测。对于事后理赔管

理，保险公司大多缺乏货车行驶

路线的描述数据，如能补充外部

数据，能够将保险公司货车风险

区分能力提高 20%至 50%。

非营运货车风险评估模型

整合了车辆静态信息、 高速动

态行驶数据等多个维度国有交

通大数据， 采用领先的机器学

习， 立体化对非营运货车风险

进行筛选， 补充了传统车险所

不具备的动态风险维度， 对其

风险高低进行精准评估， 帮助

车险相关企业快速识别及区分

非营运货车风险，具有数据全、

因子多、模型准、迭代快、服务

好等产品特点。

“企业只需在模型里输入车

牌号、车架号，即可得出货车的

风险评分，分数越高，赔付风险

越高。 ” 汤寒林说。

截至目前， 数据宝公司已

为 70 个国家部委局、31 个省

（区、 市）、96 家央企的大数据

产品流通充当 “审核员、 服务

员、监督员” 的角色，把好大数

据安全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数据宝公司推出

国有交通大数据保险应用方案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贵安

新区工会办事处获悉，为帮助广

大干部职工减轻医疗负担，去年

11 月以来， 该工会办事处积极

组织贵安新区机关企事业单位

参与贵阳市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截至目前， 共有 13 家单位 756

名职工参加互助活动，缴纳互助

金 161 万余元。

贵阳市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是

贵阳市运用大数据手段创新推出

的独特互助形式，以互助互济、分

散风险为目的，组织各级机关、企

业、 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在自愿的

基础上， 预交一定金额的风险损

失补偿分摊金， 在罹患疾病时享

受互助保障。目前，贵阳市职工医

疗互助活动共有 5 种互助计划，

分别为贵阳市职工互助综合互助

计划（重疾 + 住院）、贵阳市在职

职工特种重大疾病互助计划、贵

阳市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计

划、 贵阳市在职职工意外伤害互

助计划和贵阳市在职女职工特殊

疾病互助计划。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长清）

贵安职工积极参加

贵阳市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本报讯 3 月 19 日， 贵师

大贵安新区附属初级中学组织

七、八年级全体学生参观贵安新

区花溪大学城综合宣传教育基

地，进一步增强全体学生的识别

防范毒品能力， 提高其消防安

全、交通安全等意识。

当天， 同学们先后参观了

禁毒教育基地、 应急消防教育

基地 、 校园交通安全教育基

地、 宪法及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等。

在禁毒教育基地， 讲解员

带领同学们了解中国百年禁毒

史、毒品的危害、防范毒品的方

法、禁毒法律法规、禁毒成果、

吸毒案例等内容， 教育引导同

学们要用禁毒知识武装自己，

树立自我防范意识。 在应急消

防教育基地， 讲解员通过各种

火灾案例，采用 VR 演示，让同

学们意识到“消防安全，重于泰

山”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贵师大贵安附中组织学生

参观综合宣传教育基地

西部地区增长极·内陆开放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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