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 贵阳市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现场核查排查一组

继续按照交办清单开展工作，重

点对南明河、 鱼梁河和麦架河污

染问题进行复查核查。

检查发现， 南明河流域一在

建项目雨后塌方致大量沙石泥土

进入河道； 部分区域污水管直排

南明河。 鱼梁河流域双龙区食品

工业园康工路在建大桥处， 污水

外溢入鱼梁河； 小碧乡与龙洞堡

街道交界取水站旁鱼梁河湾水体

感观差， 污水味道明显且入河支

沟水面堆积大量白色垃圾， 水面

油污明显。 麦架河流域 （高新区

段） 未发现河道垃圾、 污水排放

及淤泥堆积等问题，水体清澈、感

观好、无异味。

下一步，现场一组将继续按照

工作要求，对负责区域前期发现并

交办的问题进行抽查复查，从严排

查新问题，并将相关问题清单反馈

至责任部门，督促整改落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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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集中受理举报生态环境问题的公告

为持续发动广大群众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监

督管理， 贵阳市从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继续集中开展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及环境违法行为举报接访工作。 接访期间，设立专门值班

电话：0851-84875615（周一至周五）、12369（周六、周日）；专门

邮政信箱：贵阳市 078 号邮政信箱，受理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举

报。 接访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9：00～17：00。

贵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7 日

▲6 月 8 日，贵阳市乡村振兴局揭牌仪式举行，省大数据局局

长、市委副书记马宁宇，副市长冉斌共同揭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成琼）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关于

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干部队伍作

风突出问题整肃工作的决策部

署， 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

不正之风， 进一步营造风清气

正的社会氛围， 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检举举报对象

贵阳贵安各级教育、住房城

乡建设、交通运输、文化和旅游、

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综合行政

执法、就业社保、公安交通管理、

国企系统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及其他行业领域党员干部。

二、检举举报范围

借节日之机突击花钱、变

相花钱，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

规吃喝、公车私用、违规发放津

补贴或福利、 违规操办婚丧喜

庆，违反“禁酒令” 等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突出问题。 贯彻落实

党中央、省委、市委、贵安新区

党工委重大决策部署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打折扣搞变通、

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不担当、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

联系服务群众态度消极、 冷硬

横推、效率低下、脱离实际，方

式方法简单粗暴， 门好进脸好

看但事依然难办， 甚至吃拿卡

要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三、举报方式

贵阳市纪 检监 察机 关 ：

0851-12388�

� � � � http：//guizhou.12388.gov.cn

����贵安新区纪检监察工委：

0851-88900857

� � � � http：//www.gadis.gov.cn/-

我要举报

贵 阳 市 教 育 局 ：

0851-87987114

����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0851-87989191

����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官网 - 互动参与 - 行风投

诉举报

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0851-85824304

����贵阳市住建局官网 - 政民

互动 - 网络互动 - 我要投诉

（注册后举报）

贵 阳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

0851-85958452

���� 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

0851-86514607�

� �� � � � gyswljjgdb@guiyang.gov.cn

���� 贵 阳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

0851-87987157

� � � � � swjj_jcc@guiyang.gov.cn

���� 贵 阳 市 国 资 委 ：

0851-87989509

� � � � gygzw .hdy@guiyang.gov.cn

����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0851-12315/12345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0851-86826090，86512319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官

网 - 局长信箱（注册后举报）

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0851-85947114

����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0851-84839764

����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官网 - 互动交流 - 我要写信

（注册后举报）

贵安新区社会事务协调

局：0851-88900702� �����

����贵安新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0851-88903458

����贵安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851-88900513��������������

����贵安 新区 经济 发展 局 ：

0851-88909700

����贵安 新区 产业 发展 局 ：

0851-88901369

����贵安 新区 湖潮 乡纪 委 ：

0851-83320266

����贵安 新区 党武 镇 纪 委 ：

0851-83871276

����贵安 新区 马场 镇 纪 委 ：

0851-38158215

����贵安 新区 高峰 镇 纪 委 ：

0851-34668091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 工作

日 9：00—17：00

����截止日期为 8 月 31 日。

欢迎监督举报，提倡实名检

举举报，对实名举报的问题线索

将优先调查处理。对检举举报者

将按照有关工作纪律严格保密，

保证检举举报人合法权益。检举

举报者不得触犯国家法律法规，

如发现恶意诬告、 打击报复的，

将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中共贵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贵阳市监察委员会

贵安新区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9 日

关于受理重点行业领域干部队伍作风突出问题检举举报的公告

一 次 次 涤 荡 心 灵 的 集 中

学习 ， 一场场赓续精神的 党

史宣讲 ， 一桩桩饱含深情 的

民生实事 ，一张张砥砺奋进的

发展答卷……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入推

进，贵阳市税务局积极创新学习

教育形式，从举办集中学习到税

企互联共创，从“我为纳税人缴

费人办实事” 到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紧扣“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 、开新局 ” 要求，坚持“三驱

动” 丰富学党史载体、拓展学党

史渠道、形成学党史合力，从学

习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不

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实施“强

省会” 五年行动注入强大动力。

上下联动 丰富学党史载体

贵阳市税务局各党支部与

13 个区（市、县）税务局党支部

加强联学共建，围绕目标、要求

和重点， 上下联动打牢思想根

基、阵地根基、氛围根基，持续掀

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贵州是一片红色土地， 长期

的革命斗争给这片土地留下了

极其丰富的党史资源、 红色遗

迹。 贵阳市税务局党员干部把

“红色资源” 转化为 “红色教

材” ， 从党的辉煌历史中汲取奋

进力量，组织重走红军长征路活

动，到苟坝会议陈列馆、黎平会

议会址、困牛山战斗遗址、遵义

会议会址、四渡赤水遗址等参观

学习， 回顾中国共产党筚路蓝

缕、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光辉

历史，接受心灵的洗礼。

同时，积极开展“奋斗百年

路 启航新征程” 党史知识竞赛，

比赛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和

最佳选手奖。 全市税务系统 48

名选手既比拼学习成果又比拼

反应速度，展示出了扎实的党史

知识储备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如今， 无论在贵阳市税务局

各党支部还是在各区 （市、 县）

税务局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如

春风细雨般滋润税务系统全体

党员干部， 形成了上下联动、同

频共振的强大合力，推动了党史

学习教育横向铺开、纵向推进。

内外联动 拓展学党史渠道

为推动税务党员干部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不掉队” 、走前列，

贵阳市税务局充分发挥区域联

动优势，拓展学习渠道，与武警

中队、乡村、医院、学校等联合开

展活动，通过不同方式、不同内

容的学习，汇聚前行力量。

党史联学进军营。 贵阳市税

务局基层党支部联合武警中队

开展支部联建，参观武警中队党

建墙，了解解放战争中的著名战

役和英雄人物，并为士兵讲解税

收优惠政策， 重点讲解退役士

兵、随军家属、军队转业干部创

业就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党史联学进乡村。 贵阳市税

务局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推动乡村

振兴结合起来，“驻村带队” 学

党史，与村民共提升。

党史联学进医院。 贵阳市税

务局基层党支部联合贵阳华夏不

孕不育医院共建党建品牌、 共享

党建经验，形成“合作为民服务”

的工作模式， 彰显税务部门与医

疗机构为民服务的使命担当。

党史联学进高校。 贵阳市税

务局联合贵州商学院开展“学史

践行、引航助飞” 党史学习教育，

向 300 余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宣

传就业创业税收政策，为其提供

就业指导，精准助力大学生创新

创业、就业。

税企互动 形成学党史合力

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推进过

程中，贵阳市税务局不断提升为

纳税人服务的意识，聚焦纳税人

的需求，急纳税人所急，想纳税

人所想， 提升纳税服务质效，充

分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为纳税人

排忧解难，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为为纳税人办实事的

实践，打通惠民利企“最后一公

里” 。

推动“党建 + 线下服务” 。贵

阳市税务局机关党支部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纳税人缴费

人办实事” 活动，组织税务干部

主动对接辖区企业，进行调研走

访和交流。 同时，建立税企党建

联络制度，通过支部联建主题党

日等活动，及时快速解决企业的

重大复杂涉税疑难事项。

推动“党建 + 线上辅导” 。贵

阳市税务局基层党支部充分发

挥“大数据 + 税务” 和“互联网 +

税务” 的资源优势，利用“税务

十点半” 直播平台在线答疑解

惑， 在税企互动平台积极开辟

“纳税人网络微学堂” ， 组织开

展网上直播培训，挑选业务骨干

担任老师，为辖区纳税人赠送线

上“政策大礼包” 。

推动“党建 + 税务体验” 。贵

阳市税务局联合各区 （市、 县）

办税服务大厅，邀请企业办税人

员、涉税服务人员、企业法人、个

体工商户等不同群体的纳税人

代表，作为“税务体验员” 深入

办税服务厅观摩体验，并通过导

税咨询台的心愿箱广泛征集辖区

纳税人缴费人的心愿，实行销号

管理，持续改进服务。

下一步， 贵阳市税务局将持

续按照“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

事、开新局” 的要求，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 不断创新学习载

体，掀起学习热潮，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纳税人满意度，为“强省

会” 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田雯青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汲取奋进力量 提升服务质效

———贵阳市税务局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贵阳机场 T3 航站楼

10kV变配电系统通电

近日，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三期扩建工程 T3 航站楼施工总

承包项目 10kV 变配电系统通电。

10kV 变配电系统总面积 36500 平

方米，该系统历时 18 个月顺利通

电， 是航站楼项目建设的重要节

点， 为项目后期调试和验收打下

了坚实基础， 对加快推进施工进

度、 确保总工期目标起到了重要

作用。 目前，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

图为 6 月 7 日， 项目主楼大

吊顶进行灯光初试， 整个施工现

场灯火通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雄增 摄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

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题为《深刻

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

要谈话精神， 把经济建设和改革

开放搞得更快更好》 的讲话，提

出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使

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

提法。 指出：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

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

想，这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

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

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

快改革开放步伐， 集中精力把经

济建设搞上去， 不断地把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

进。 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

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

的原有经济体制， 建立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新经济体制。 改革原有

的经济体制， 是为了清除不利于

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使生产力进

一步得到解放， 从这个意义上说

改革也是一次革命， 改革也是解

放生产力。 （来源：共产党员网）

本报讯 6 月 8 日，贵阳农业

农村系统融媒体中心揭牌仪式在

贵阳市农业农村局举行。

“十四五” 时期是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重要阶段， 成立贵阳农业农

村系统融媒体中心， 是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

工作的重要论述， 紧跟新时代媒

体融合发展步伐，深入抓好全国、

全省及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

神的有力举措， 也是构建常态运

行机制、抓好政策宣传解读、提升

“三农” 宣传质效的有效路径。

贵阳农业农村系统融媒体中

心作为贵阳农业农村系统工作新

闻发布的重要平台和窗口，将借助

市级融媒体中心的平台优势，整合

宣传资源， 做到统一信息采集、统

一价值筛选、统一制作加工、统一

作品发布，形成全媒体传播矩阵，

构建融媒体“三农” 宣传新格局，

权威、及时、精准地对外公布“三

农” 政策、举措等动态，传播贵阳

“三农” 发展正能量，记录贵阳贵

安农业农村发生的重大变化，讲好

贵阳贵安“三农” 故事，传播贵阳

贵安“三农” 好声音，展现贵阳贵

安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的新成

就、新进展、新风貌，凝聚起协同推

进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为贵阳争

当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的排头兵、

当好全省乡村建设的示范者领头

雁提供重要助力。

下一步，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将

从中心搭建、宣传策划、内容生产、

渠道整合等方面着手，与贵阳市农

业农村局一起加快建好贵阳农业

农村系统融媒体中心，逐步实现构

建一个中心、建设一个平台、形成一

个体系、推出一批产品、打造一支队

伍，最终形成深度融合、共建共管、

优势互补、协同发声的工作机制，搭

建全市“三农”宣传统筹体系，以更

专业、更全面、更具针对性的宣传，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为贵阳贵安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

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成琼）

本报讯 近日， 水利部印发

《关于表彰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

制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评选表彰一批全面推行河长制湖

长制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其中，

贵阳市 2 人 1 单位获表彰。

根据《决定》，为大力弘扬新

时代先进模范的崇高精神，进一步

激励各级河（湖）长和广大从事河

湖管理保护工作的干部职工锐意

进取、履职尽责，经中央批准，经过

逐级推荐、层层审核，全国共评选

出 250个“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

工作先进集体” 、350名“全面推行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先进工作者” 、

348名“全国优秀河（湖）长” 。 其

中， 贵州省共有 9 个单位被评为

“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先进

集体” ， 贵阳市水务管理局河长制

工作处入选；16 人被评为“全面推

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先进工作

者” ， 修文县高潮水库管理所干部

吕祥入选；13 人被评为“全国优秀

河（湖）长” ，息烽县永靖镇党委书

记、息烽河乡级河长付凯入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本报讯 6 月 8 日，记者

从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

悉，5 月开始， 全市综合行政

执法队伍就对学校 、 居民区

周边的工地持续开展夜间施

工噪音巡查， 给考生们营造

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休息

环境。

高考期间，全市综合行政

执法队员全员上岗 ， 以高考

考点周边为重要区域， 以施

工工地、洗车场、五金加工等

噪音扰民问题突出行业为重

点， 持续开展巡查管控 。 白

天，重点严守考点周边 ，规范

人行道车辆停放， 治理临时

游摊，制止高音喇叭揽客 、文

娱公共场所噪声扰民 ， 确保

考点周边市容秩序良好，为考

生营造良好考试氛围。 夜间，

联合相关部门对在建工地进

行拉网式巡查， 保持高压态

势，加大对施工噪音的整治力

度，发现正在施工的，现场责

令停止施工，拒不改正的，依

法实施处罚，切实做好“静音

护考” 工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本报讯 6 月 8 日， 在太金

线南明段第一、三标项目部，临时

设立了一个“工地银行” ，工作人

员现场为一线工人办理工资卡。

据中铁八局三公司太金线

南明段第一、 三标项目党支部

书记冯能介绍， 自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以来，项目党支部把“我

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作为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千

方百计解决职工和一线工人实

际困难，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

福感。

项目党支部邀请中国工商银

行南明支行到工地一线设立临时

“工地银行” ，为一线工人现场办

理工资卡。 在办理过程中，为确保

每位工人的合法权益， 项目部特

别安排了项目财务负责人对工人

身份信息进行验证， 仔细比对劳

务人员台账，确保人证合一、本人

办理、本人领取，有效规避他人代

办冒领等现象。 当天共办理银行

卡 176 张。

项目部还组织一线工人观看

反诈防诈宣传视频， 为大家讲授

防范电信诈骗知识。

“下一步，项目部将继续全

力解决好一线工人遇到的困难，

让他们安安心心建设好太金线

这个省市重大项目。 ” 冯能说。

（田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1992年 6 月 9 日

贵阳农业农村系统

融媒体中心揭牌

水利部表彰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贵阳两人一单位获表彰

贵阳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现场核查排查一组———

开展河道污染问题复查核查

太金线南明段一、三标项目部———

设置临时“工地银行” 方便工人办理工资卡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严控噪音 护航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