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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0 日，贵安综

合保税区举行 “黔粤物流通道”

项目启动仪式，标志着贵安综保

区“黔粤物流通道” 开通。

近年来， 贵安综保区抢抓

“一带一路”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建设等重大机遇， 获批建设国家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泛珠

三角区域制造业创新发展合作示

范试点园区。 随着浪潮、 乐道科

技、晶泰科、中鼎盛等企业及华为

原材料仓储中心的入驻， 物流运

输需求日益上升， 同时园区产业

基础薄弱、 配套产业链不足的矛

盾也日益凸显。

为此， 贵安综保区管委会

联合区内物流企业车夫网集团

贵州分公司，谋划推动“黔粤物

流通道” 政企合作项目。 该项

目 以 政 府 政 策 资 金 扶 持 为 引

导， 发挥车夫网集团物流服务

资源优势， 通过政府搭建商品

集聚平台， 采取市场化的运作

模式， 致力于打造贵安综保区

的物流集散配送中心和智慧物

流运输平台，为贵安综保区（电

子园） 生产制造企业提供原材

料及成品干线运输、 前端末端

配送等服务， 解决行业零散供

应造成的运输成本高昂及运输

周期不可控等问题。

目前，该项目采取对开卡班

的方式，每周五开行，往返于贵

安综保区与广东两地，单程运输

里程达 1100 公里。其中，运营前

期将定期开通贵安至广东东莞

的物流班车，后期将定期开通贵

安至广东南沙保税港区的班车，

为新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物流

运输服务。

随着 “黔粤物流通道” 项

目的深入推进 ， 将助力贵安综

保 区 打 造 以 商 招 商 的 功 能 平

台， 充分发挥综保区的平台功

能优势， 实现以物流促生产的

目标，通过“借链” 助力本地产

业发展。 同时，借助政策扶持资

金大幅降低省内中小企业物流

成本， 提高本地产业供应链时

效，吸引广东东莞 、深圳等沿海

地区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到贵安

综保区投资兴业， 实现以产业

促物流的目标 ，通过“建链” 促

进生产配套供应链完善。

“‘黔粤物流通道 ’ 项目是

帮助区内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的重

大举措，贵安综保区管委会将整

合政策、资金资源，进一步帮助

区内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实现扩

产增效。 ” 贵安综保区有关负责

人说。

当天的启动仪式结束后，首

列物流班车驶出贵安综保区，开

启了“黔粤物流通道” 项目建设

的新征程。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文 /图）

近日，贵安新区党武镇文

化服务中心联合镇妇联、工会

共 同举 办 “我 们的 节 日·端

午 ”“浓情端午 传 承 文明 ”

文明实践活动。活动中，大家分

工合作，分别完成卷粽叶、放米、

捆扎等， 迅速将 40 余斤糯米与

粽叶变成了香甜可口的粽子。包

粽子完成后，党武镇妇联组织对

27 户空巢老人进

行了走访慰问，

为他们送上了包

好的粽子。 图为大家在分工包

粽子。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欣健 摄

图为“黔粤物流通道” 项目首列物流班车驶出贵安综保区。

本报讯 近日，贵安教育管

理处全面启动了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工作，公布了区域内校

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

“白名单” 包括贵州省贵安

新区迈知云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贵州省贵安新区道博教育

培训学校、贵州省贵安新区俊博

培训学校、贵州乐致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贵安中大职业技术

学校、 贵州省贵安会通培训学

校、贵安中科财税学校、贝嘉益

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贵州省

贵安新区青少年国防教育培训

中心、贵州省贵安易博思教育文

化学校十所学校。

贵安教育管理处提醒，没在

名单中的均为非法校外培训机

构，广大市民要理性看待校外培

训， 慎重选择校外培训机构，合

理安排学习与休息时间，同时务

必选择正规培训机构，远离非法

培训。

据介绍，此次专项治理工作

旨在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

序发展，切实减轻学生课外负担

过重、形成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良

好局面， 维护良好的教育生态，

推进贵安教育高质量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本报讯 6 月 5 日至 6 日，

为进一步提升贵安新区公办幼

儿园教与学的质量，促进幼儿全

面健康发展，贵安新区结合学前

教育发展实际，开展了“教与学

的质量” 专题培训，来自贵安新

区 19 所公办园的全体教师 300

余人参加。

培训会上，贵阳市教育科学

研究所和南明区第三实验幼儿

园的老师分别从教的质量、学的

质量和儿童发展三个方面进行

了详实生动的讲解，并通过分享

优秀示范园的真实案例，帮助教

师理清教与学的质量和儿童发

展两者的内涵与关系。

与会教师纷纷表示，通过

专家们的解读 ，他们更深入地

理解了 《省级示范幼儿园评

估细则》 中教与学的质量和

儿童发展两个板块的具体内

涵，进一步加深了对教与学的

认识 。 在下一步的教学实践

中， 他们将不断提升业务能

力，为更快地提升贵安学前教

育质量、促进儿童全面健康发

展贡献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300余名幼儿园教师

集体“充电”

本报讯 6 月 8 日至 9 日，

贵安新区社会事务协调局组织

贵安新区民办学校 （校外培训

机构） 大整治工作检查组深入

高峰镇、 马场镇开展民办幼儿

园、无证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

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及

校外培训机构明察暗访。

6 月 8 日，检查组到高峰镇

小雅艺术中心、学懂教育等 7 所

民办幼儿园、无证幼儿园及校外

培训机构进行检查。针对检查中

出现的问题，检查组要求其要建

立问题台账，狠抓整改落实。 高

峰镇表示，接下来将成立工作专

班对民办幼儿园、无证幼儿园及

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专项整治，并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巩固专项治

理成果，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办学行为。

6 月 9 日，检查组深入马场

镇志博教育、 童梦幼儿园等 13

所民办幼儿园、无证幼儿园及校

外培训机构进行检查。

检查中， 检查组实地查看了

各民办幼儿园、 无证幼儿园及校

外培训机构的证照资质、 消防安

全、师资建设、培训合同、收费管

理、教学内容等方面的情况。 检查

组强调， 新区各幼儿园及校外培

训机构一定要落实安全措施，规

范机构管理，强化师资建设，努力

为孩子们营造和谐的学习环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贵安专项治理校外培训机构

贵安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开展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本报讯 连日来， 贵安新

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开展环境

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对路面、人

行道、绿化植物等进行了修补、

修建。

工作中， 贵安新区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建立 24 小时值班

值守机制，加强巡查工作，安排

专人专班对新区的骨干道路、

人行道等设施进行应急巡查维

护，及时处理反馈的问题；每日

定时冲洗绿化带里的灌木及乔

木， 针对乔木高处堆积的飞尘

及枯枝进行整体清理、修剪，对

重点路口缺株死苗绿化植被进

行移除、补种。

截至目前， 贵安新区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已修复人行道 20

余处， 修补市政人行道 100 余

平方米， 修复破损路面 200 余

平方米， 完成重点区域路段植

物修剪 10 万余平方米，清运垃

圾约 5 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欣健）

包粽子 迎端午贵安公路局多举措推动

“安全生产月” 活动取得实效

本报讯 6 月 9 日， 贵安

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支

部举行党员大会暨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学习会，专题学习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

会前， 全体党员按要求自

学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

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

述摘编》有关篇章。会上，大家

集体学习了 《中国共产党简

史》第五章内容。 为检验学习

成果，现场还开展党史知识随

机问答，交流学习心得。 随后，

全体党员围绕“学习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 进行专

题研讨，四名党员立足自身工

作实际进行了发言。

会议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 我们党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

积极探索， 取得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为新的历

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

质基础。 全局党员干部要领悟

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坚定革命立

场、百炼成钢的革命精神，转化

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切实增

强自身战斗力，以“咬定青山

不放松” 的韧劲、“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 的闯劲 ，开创住建

工作新局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贵安住建局举行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 6 月 9 日， 贵安新

区团员青年庆祝建党百年知识

竞赛活动在东盟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

本次比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

个阶段，竞赛内容包含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 答题环节分为必答题、 抢答

题、风险题三种类型。为激发新区

团员青年学习党史的热情， 比赛

还设置了观众互动环节， 通过现

场抢答的形式， 让更多人参与到

比赛中来， 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

教育。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文 / 图）

竞答党史知识 喜迎建党百年

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讯 连日来， 贵安新

区公路管理局精心安排， 多举

措推动 “安全生产月” 活动取

得实效。

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检查。

以本次 “安全生产月” 活动为

契机，对贵安新区干线公路、农

村公路进行一次彻底的摸排调

查， 建立公路安全设施排查信

息台账。

举行 “6·16 安全宣传咨询

日” 活动。 利用高峰镇赶场日举

行安全宣传咨询活动， 现场发

放安全宣传手册， 为群众现场

讲解安全生产政策法规、 应急

避险和自救互救方法， 引导群

众学习应急知识， 提高群众的

安全生产防控意识。

举办知识讲座。 邀请相关

专家为全体干部职工举办安全

生产知识讲座， 教育引导领导

干部强化 “人民至上、 生命至

上” 理念， 进一步提升安全生

产防控意识， 更好统筹发展和

安全工作。

张贴宣传海报。 在直管区

内省道及县乡道悬挂宣传标

语， 在各乡镇人员密集的村寨

张贴宣传海报， 宣传推广安全

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诚信 、安

全承诺、专家服务、精准执法等

经验做法， 提高群众的安全生

产意识，强化源头治理，防范化

解安全风险隐患。

加大宣传力度。 邀请新闻媒

体对本次“安全生产月” 活动进

行专题报道，通过电视、广播、报

纸、网站等平台，形成全媒体、矩

阵式、立体化的宣传格局，切实

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

置能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本报讯 近日，贵安新区党

武镇农业服务中心邀请农业专

家在曹家庄开展病虫害防治现

场培训。

在曹家庄村“乡村振兴·四

季田园” 项目实施点和粮食集

中种植区域， 专家根据当地的

自然条件和农户历年的种植习

惯，讲解了蔬菜、玉米等农作物

的生长规律、 后期管理等理论

知识， 并重点讲解了常见的病

虫害防治要点， 现场示范了草

地贪夜蛾防治药剂的使用方

法， 提醒农户在农药的使用中

要注意安全， 不使用国家规定

的高毒、禁限用农药。

据介绍，为强化农作物病虫

害防治工作，党武镇农业服务中

心前期已购买了 2800 余包农

药，以曹家庄村、葵林村、龙井

村 3 个村为重点进行发放，通过

田间地头的“把脉问诊” ，进一

步提高了农户发展粮食生产的

积极性，助力打造“一链一园一

带” 产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欣健）

农业专家走进田间地头

讲解病虫害防治知识

贵安公布

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相关新闻

简 讯

▲日前，为确保高峰镇特困人员的合法权益，公平公证评估特

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情况， 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质量和保障水

平，高峰镇成立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领导小组，开展了为期

三天的城乡特困供养对象生活自理能力评估工作,对全镇 42 户 45

名特困人员进行入户调查走访。 （谢孟航）

图为比赛现场。

贵安综保区“黔粤物流通道”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