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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力率队赴贵阳市开

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

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华忠、副市长冉斌陪同。在当

天召开的座谈会上，检查组听取了贵阳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工作情况汇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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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 《贵州省大数据发

展应用促进条例》《贵阳市政府

数据共享开放条例》有效实施，

督促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市人大

常委会将于近期对市人民政府

贯彻执行两部《条例》情况进行

执法检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

督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现

予公告， 欢迎本市国家机关、社

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市民

通过来信、来电或登录贵阳人大

信息网提出意见和建议 （截止

时间：2021 年 7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1.来信地址：贵阳市观山

湖区市级行政中心贵阳市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邮编 550081；

2. 网址：www.gysrd.cn，点

击“公众参与” 栏目；

3.电话：0851-87988650（传

真），联系人：谭 涛；

4.邮箱：gysrdcjw@126.com。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1 年 7 月 22 日

关于对贵阳市贯彻执行《贵州省大数据发

展应用促进条例》《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

开放条例》情况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公告

一、什么是危险化学品

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

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

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

他化学品。

二、 危险化学品事故带来的

危害

危险化学品大多易燃易爆、

有毒有害、易腐蚀，一旦发生泄漏

或燃烧爆炸等事故， 极易造成人

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

三、 疑似非法违法危险化学

品行为的特征

（一）发现使用不明槽罐车、

铁桶、塑料桶、钢瓶等偷偷装卸。

（二）发现使用无标签、无商

标、无产品说明的各种铁桶、塑料

桶、钢瓶等进行存放。

（三）发现不明储存设施、生

产设备或器具、加工场所等，有刺

眼、刺喉感觉或刺鼻、甜香、臭鸡

蛋等各种异常气味。

（四）发现有槽罐车或标有

危险化学品标识的车辆， 停放在

居民小区、废弃厂房、工棚、路边、

山间、人员较少的偏远地带等。

（五）发现夜间有大型工程

车辆或有可疑槽罐车、 装有不明

物质车辆出入小区、村庄等行为。

（六）发现有危险化学品明

显标识（如易燃、爆炸、腐蚀、自

燃、有毒、剧毒、放射性等字样）

包装的物品。

四、举报方式及奖励办法

贵阳贵安危险化学品非法违

法 行 为 举 报 电 话 110、12350、

18985553007。

对查证属实的举报， 根据

《省应急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

贵州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

法 （试行）> 的通知》（黔应急

〔2019〕67 号）规定，对有功的实

名举报人给予现金奖励， 同时严

控线索处置流程， 严格保护举报

人个人信息。 奖励金额按照行政

处罚金额的 15%计算， 最低奖励

3000 元，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贵阳市应急管理局 宣

贵阳贵安危险化学品联防联控知晓卡

实名举报有奖励

科技部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最近公布的《国家创新型

城 市 创 新 能 力 评 价 报 告

（2020）》显示，贵阳创新能力指

数在全国 72 个参评的国家创新

型城市中排名第 24 位，较上一年

度提升 1 位。

从“引进技术” 迈向“自主

创新” ，近年来，贵阳一直在科技

自立自强的道路上砥砺奋进、不

断开拓。 站在“十四五” 的起点，

贵阳将把握发展脉络， 紧跟时代

步伐，在培育创新主体、优化创新

环境、 加大研发投入方面持续发

力， 让科技发展实现由量的增长

向质的提升跃进， 经济发展由投

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培育创新主体 夯实创新基础

走进贵州翰凯斯智能技术有

限公司位于高新区沙文园区的量

产工厂， 一条全新的数字化产线

映入眼帘。

2020 年 5 月， 翰凯斯智能底

盘进入市场，目前客户遍布全球，

涉及物流、农业、安防、零售等行

业，年产值接近 1000 万元。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翰凯斯

不断实现自我突破，目前，已获国

内外专利 20 余项。“下一步，我们

将同合作伙伴一起把无人驾驶系

列产品做精、做强、做大，共同推

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成为区域经

济增长新引擎。 ” 贵州翰凯斯智能

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高新技术企业是产业技术创

新的重要载体， 为推动高新技术

企业发展， 贵阳市科技局出台了

《贵阳市科学技术局关于高新技

术企业后补助资金兑现流程》等

一系列文件， 给予符合条件的高

新技术企业最高 20 万元补助，助

力企业更好更快成长。截至目前，

贵阳市高新技术企业共有 1210

家，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300 家。

“在‘强省会’ 五年行动中，

贵阳市科技局将把培育高新技术

企业作为重点任务， 大力支持科

技创新平台，促进人才、技术、成

果和信息等科技创新要素的聚

集。 ” 贵阳市科技局高新处相关

负责人说。

优化创业环境 推进万众创新

位于观山湖区的省地矿局地

质科技众创空间成立于 2016 年 1

月，2021 年 4 月被正式认定为省

级众创空间。 该众创空间建筑总

面积为 1149.29 平方米，提供工位

87 个， 可同时容纳 18 家初创型

企业入驻。

作为省内首家以地质科技创

新为主题的众创空间， 地质科技

众创空间以创新、智慧、生态为理

念， 全力建设成为创新能力强的

“互联网 + 地质” 产业空间。

“我们入驻地质科技众创空

间已有 4年，众创空间里聚集了很

多同行业的优秀公司，大家经常交

流经验互通有无，彼此成长得都很

快，我们相信这里良好的创业环境

会吸引更多初创公司来与我们并

肩作战。 ”贵州北斗云环境地质工

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 该众创空间已累计入

驻 12 家创业企业和 6 个创业团

队，并孵化成功 3 家企业。“众创

空间有兼具创新创业平台和科技

成果转化平台的功能， 希望更多

想创业、 敢创业的青年人集聚于

此，实现梦想。 ” 省地矿局地质科

技众创空间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贵阳纵深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 ，积极营造创新

创业氛围，截至 2020 年，建成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5 家、 省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 9 家、 国家级众创

空间 19 家、省级众创空间 11 家。

加大研发投入 激发创新活力

近年来， 贵阳紧紧围绕产业

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组织科

技攻关， 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

果。 如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等企业实施的“贵州特色地产

药材及其制剂的研究开发与创

新” 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获得了

贵州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科技自立自强 ， 关键要把

“卡脖子” 的技术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里。唯有潜心研发，才是自立

自强的不二法门。

为助力有想法、 有技术的企

业专注自主研发， 贵阳市立项支

持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万例艾迪注射液上市后安全

性再评价真实世界研究” 一般项

目，资助市级科研经费 100 万元。

在贵阳， 像益佰制药这样因

具有较强创新能力而获得政府支

持的企业不在少数。“十三五” 时

期， 贵阳市累计实施科技计划项

目 567 个 ， 投入财政科技经费

2.18 亿元 ， 带动企业研发投入

14.80 亿元。

奋进 “十四五” ， 开启新征

程。接下来，贵阳市将充分发挥市

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

政府的引导作用， 围绕全面驱动

创新的目标， 完善财政对科技投

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创新投入方

式， 放大政府财政科技资金的引

导作用。支持科技企业申请国家、

贵州省及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

目，参与重大科技项目研究，多渠

道争取科技研发资金支持， 拓宽

科技研发资金来源渠道。 全力推

动企业科技创新， 加快推进创新

型中心城市建设， 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春晖

2009年 7 月 22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文

化产业振兴规划》， 这是继钢

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

规划后， 出台的又一个重要产

业振兴规划， 标志着文化产业

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

业。

（来源：共产党员网）

本报讯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日前正式印发《贵州省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21—2023 年）》，以进一步促

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推动新

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出

到 2023 年，实现电动汽车充电桩

乡乡“全覆盖” 。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

全省分别建成电动汽车充电桩

4500 个、5000 个、5500 个。 ”《贵

州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1—2023

年）》（以下简称《方案》）强调，

要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作为

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

容， 形成以快速充电为主的高速

公路充电网络和覆盖市、县、乡三

级的公共充电网络。

《方案》明确了未来三年我

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

八项重点任务： 加快构建城际快

速充电设施网络， 积极推进公共

区域充电设施建设， 重点推进城

市居住社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实施县、 乡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 建设完善旅游景区充电

基础设施， 开展面向电动工程车

辆的充换电设施专项建设， 持续

推进综合充能项目建设， 加强监

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和管理。

其中， 我省将充分利用高速

公路服务区停车位建设快速充电

站，2021 年优先推进沪昆、兰海、

杭瑞、厦蓉、银百等高速公路贵州

段内 20 对服务区的充电设施建

设，2022 年逐步推进其他已建成

高速公路 13 对服务区充电设施

建设，2023 年推进 10 对服务区充

电设施建设。 新建高速公路服务

区要同步建设充换电设施或预留

充电设施建设空间。 在国省干道

每隔 150 公里左右， 选择有条件

的地点建设充换电设施。

推进公共区域充电设施建设

方面，《方案》明确，拥有停车场

的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 要利用内部停车场

资源建设充电设施， 建设充电设

施车位比例不低于 10%。 在大型

商场、 超市、 文体场馆停车场以

及交通枢纽、驻车换乘点等城市

人口集聚区的公共停车场建设充

电设施， 建设充电设施车位比例

不低于 20%。 公交、环卫、机场通

勤、 出租、 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

在停车场站配建充电设施，因地

制宜在运营线路沿途规划建设快

充站。

《方案》还明确积极推进在

现有居民区建设充电基础设施，

要求新建居民区停车位应 100%

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

件， 同时健全完善全省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运营监控与服务平台管

理体制， 面向社会构建由政府监

管的服务型平台， 引导省内所有

公用、 专用充电设施接入平台接

受监管。 鼓励个人充电设施接入

平台，推动共用共享、互联互通，

实现全省充电基础设施在线监

控、故障预警、状态查询、充电导

航等功能， 提高充电服务的智能

化、数字化、便捷化水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为规范水果市场

经营秩序，贵阳市市场监管局从

7 月 16 日起至 8 月 20 日， 在全

市开展为期 1 个月的水果市场

经营秩序专项整治。

此次专项整治将对全市范

围内农副产品集中批发市场、农

贸（集贸）市场、医院周边水果

市场进行 “拉网式” 全覆盖检

查，重点检查蜂糖李、猕猴桃、香

梨等时令热销水果经营者相关

情况，为广大市民营造良好的消

费环境。

对检查中发现在商品中掺

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或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

未按规定明码标价、 价格欺诈；

掺杂异物计入商品净含量；使用

未经检定、检定不合格或超过检

定周期的计量工具等违法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将进行严厉查处。

据介绍，市市场监管局还将

根据食品安全有关法律法规，依

法对无证照经营，市场开办方未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履

行食品安全管理职责，未建立入

场销售者档案，未按要求查验相

关证明材料，未按规定在包装或

附加标签上标注名称、 产地、生

产者、生产日期等内容，未在摊

位（柜台）明显位置如实公布食

用农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或

销售者名称或姓名等信息的销

售散包装食用农产品的行为，农

残超标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对

触犯刑事责任的将依法移交公

安机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婧）

市市场监管局专项整治

水果市场经营秩序

贵阳：加快科技创新 推动高质量发展

武警贵阳支队———

开展水上反恐演练 锻造水陆两栖精兵

《贵州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印发———

2023 年实现电动汽车充电桩乡乡“全覆盖”

本报讯 近日， 武警贵阳支队

开展了一场以实战为背景的水上反

恐演练， 检验特战队员在应对水上

突发事件中的综合作战能力。

据了解， 此次演练立足于未来

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主要围绕浅

滩突击、战术操舟、武装泅渡、乘船

射击等多个课目进行。演练开始后，

特战队员迅速到达演练指定水域，

通过无人机侦查，发现“暴恐分子”

藏匿于水域对岸密林之中， 指挥组

决定分兵两路同时实施强攻： 一组

正面牵制暴恐分子， 另一组从后方

包抄围歼。 特战队员们迅速展开作

业， 短时间里将橡皮冲锋舟组装完

毕，四人一组扛舟行军。

“报告，我组已到达突击地点！ ”

对讲机内传来围歼组到位的消息。

“突击！” 指挥员一声令下，两组

特战队员同步行动，正面牵制组操舟

在水面进行火力压制，围歼组迅速展

开捕歼战斗，在两组特战队员的密切

协同下，成功“击毙暴恐分子” 。

据介绍， 水上反恐作战相对于

陆地上的反恐战斗，情况更为复杂，

对于不少特战队员都是一次极大的

挑战。通过实战化的演练，将能提升

特战队员全地形反恐作战能力，锻

造两栖精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文 /图）

特战队员涉水前进，向“暴恐分子” 逼近。

本报讯 7月 21日，贵州“满

天星” 理论宣讲实践团在清镇市

卫城镇开展党史知识宣讲活动。

据了解，贵州“满天星” 理论

宣讲实践团由贵州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团委、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团委、 贵州医科大学神奇民族

医药学院团委和共青团清镇市委

联合组建。 7 月 15 日至 24 日的

实践活动期间，60 名大学生志愿

者深入基层一线、深入人民群众，

面对面开展小规模、互动式、有特

色、接地气的宣讲活动，宣讲党的

历史、党的故事，并同步开展文艺

演出、技能培训等活动。

当天上午， 大学生志愿者来

到卫城小学， 向师生和社区居民

讲述党史故事《娄山关战役》，通

过话剧形式演绎故事《真理的味

道非常甜》；以《在疫情大考中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为题，讲述中

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的故事。 志愿者还向小

学生传授唱歌、 苗绣、 扎染等技

巧，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卫城镇团委工作人员刘玥

伶说，大学生到基层开展理论宣

讲实践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宣讲党史故事、教唱红歌

等，进一步推动了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贵州“满天星” 理论宣讲实践团开展宣讲活动

大学生志愿者

深入基层讲党史故事

本报讯 7 月 21 日，由贵阳

市委宣传部、贵阳市督办督查局

主办的贵阳贵安“我为群众办实

事·融媒直通车” 直播访谈节目

第三场开播，云岩区相关部门负

责人走进直播间，就市民、网友

关注的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据介绍，结合当前正在深入

推进的贵阳贵安党史学习教育

以及“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

动，贵阳贵安积极探索依托大数

据技术为群众办实事的创新路

径，通过网上渠道切实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 问题，节目通过直

播的形式搭建党群之间的“连心

桥” ，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为造福群众的生动实践， 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

事” 实践活动落

到实处、 见到实

效。 在当天直播中，网友们对防

汛排查、汛期应急处置、“三改”

工作等问题关注较集中，云岩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谢飞等

人针对各种问题一一作出详细

解答。

该场直播访谈通过贵阳日

报、贵阳头条、贵阳网、贵阳融媒

问政等 10 余个平台同步直播，

直播间观看人数累计突破 20 万

人次，得到市民、网友的广泛关

注和好评。据统计，贵阳贵安“我

为群众办实事·融媒直通车” 直

播访谈节目已进行了三期，累计

观看人数突破 70 万人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任璐瑶 实习记者 宋培璐）

贵阳贵安“我为群众办实事·融媒直

通车” 直播访谈第三场开播———

相关部门答疑 市民网友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