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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让人倍感振奋。 作

为一名党员， 我感到非常自

豪。 ” 白云区辖区企业贵阳永青

仪电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发展部

部长、 人力资源部部长周南说，

贵阳永青仪电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一家以非道路机械电气控制

系统、智能配电及自动化控制系

统为主导产品的国有高新技术

企业，上个月完成了混合所有制

改革。 “我们将坚定不移听党

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立足本职、

担当实干，围绕‘一年混改、三

年上市、 五年营收超 10 亿’ 的

战略发展目标不断努力，肩负起

企业应该承担的产业发展责任，

为全区、全市、全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 周南说。

在白云区云城街道，“三感

社区” 建设加快推进，以街道党

工委为引领，辖区企事业单位、

党员志愿者、 热心群众都积极

参与到社区共建共享中， 居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增强。“我是一名云城辖区的居

民、 一名党龄 18 年的党员，我

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带领志愿者团队积极投入到社

区建设、社会爱心活动中。 ” 云

城街道党员志愿者王英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投控集

团获悉，该公司子公司宏资酒管

公司党支部以党建为统领，着力

打造“五心” 党建品牌，推动高

质量发展。

宏资酒管公司自 2019 年组

建以来，强化制度建设，新建制度

71 项，其中党务制度 13 项，建立

健全“主题党日活动” 制度，认真

落实“三会一课” 制度等，将公司

党工团工作与生产经营紧密结合

起来。 按照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

名党员一面旗帜、 一店一阵地的

整体思路， 公司结合实体经营情

况、 团队发展情况所处的不同阶

段、量级、规模及市场化程度等，

围绕“五心” 即“信心、齐心、用

心、细心、爱心” 打造党建品牌。

通过以党建为统领“1+3”

（“党 建 + 工 会 + 团 建 + 实

体” ）模式及“一个支委 + 一个

工会委员 + 一个团委” 的方式，

宏资酒管公司成立党工团共建

“五心” 责任认领小组， 并明确

责任划分，促使每个小组结合认

领的那颗 “心” ， 形成党建工作

子目标、子计划，最终以工作清

单的形式逐项抓好落实，与本部

和各实体共同完成“五心” 党建

品牌打造。 每名支委都是 “五

心” 代言人，联动工会团委，充分

发挥党工团的传帮带作用并促

进公司生产经营，共同推进“五

心” 品牌有力、有效、有序实施，

助力“五星” 经营品牌的打造。

目前，宏资酒管公司“五心”

党建品牌引领企业发展成效显

现， 旗下全市场化运营的观山湖

大酒店成功引进国际酒店品牌

希尔顿·欢朋，让公司向国际化、

标准化、 品牌化迈出关键一步，

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市场综合

竞争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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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荣誉，是街道全体党

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对大家的

肯定。 ” 7 月 2 日，在贵州省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 贵阳市观山湖区委统战部常

务副部长、 金阳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李凡获得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称号，回忆彼时的心情，李凡说，

“既激动又忐忑， 这是我工作 23

年来最重要的荣誉， 我唯有不忘

初心，继续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负

党组织的信任。 ”

李凡任职的金阳街道辖区，

是观山湖区最早开发的片区，企

业多、老旧小区多。为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引导作用， 充分调动党

员干部的积极性， 让大家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切实做好基层

工作， 李凡与同事一起进行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探索。

“街道是基层工作的前沿阵

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

所有工作都要面对群众。 要把润

物无声的工作， 做到潜移默化的

效果，首先自己心里得有本‘明

白账’ 。 ” 李凡说。 2018 年 2 月，

她甫到金阳街道， 就开始认真扎

实地走访每一个社区、 每一幢楼

宇院落、每一家“两新” 组织和驻

区单位，力求做到心中有数。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

者， 我要求自己用坚定的信念、

更高的标准、 更务实的态度，拿

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实干精

神，把工作做实做好。 ” 凭着这

份执着，李凡在短时间内迅速熟

悉掌握了辖区的基本情况，建起

了基层党建工作的 “明白账” ，

找准了自己工作的“座标” 。 她

策划启动“红色领航” 工程，建

立党建指导员制度，开展“三亮

三比”“头雁计划”“书记沙龙”

等活动，组织评选表彰“精品清

单”“创新标兵” 等先进典型，

在辖区党组织中形成比学赶超

的浓厚氛围。

同时，金阳街道党工委积极

贯彻落实“筑固工程” ，在商务

楼宇、老旧小区、新型社区、物业

领域等各选出 1 个基层党组织

作为示范项目，打造金阳大道党

建示范带，使得街道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以及

基层党员干部的精气神明显提

高。 金元社区、观山社区党组织

先后成为贵州省党支部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示范点。今年 6 月 28

日，金元社区党总支荣获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金元社区、

碧海社区党组织多次荣获省、市

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撸起袖

子加油干” 。 针对辖区机关企事

业单位多、合力不足的现象，李凡

和街道党员干部一起摸着石头过

河， 努力创新基层党务工作的新

方式。

通过开展大调研、大走访、大

讨论活动， 李凡与同事总结探索

出 汇民 意 、 聚 合力 的 又一 路

径———组织发动辖区 96 家单位，

联合成立贵阳市首家共治委员

会，建立了街道吹哨、共治委员会

成员单位报到， 共同解决各类事

项的“吹哨报到” 工作机制。

机制顺、百事顺。共治委员会

成员单位联合开展政治理论“共

学” 、党的组织“共建” 、社会事

务“共治” 、文化教育“共享” 、扶

贫解困“共帮” 等活动 100 余次，

解决问题 86 个，形成了“有问题

找共治委员会” 的氛围。

推进商务楼宇党建工作是街

道党务工作的难点之一。就此，李

凡与同事找准症结， 以辖区楼宇

中企业最为集中的摩根大厦为试

点， 建立了楼宇工作站党群服务

中心， 成立贵阳市大数据发展中

心楼宇党委， 结合实际多举措开

展活动， 让辖区楼宇党建工作强

起来。

在全体党员干部的努力下，

两年来，金阳街道先后荣获“全

国文明单位”“全国巾帼文明

号”“贵州省优秀抗疫青年突击

队” 等称号。

为了让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

更顺畅，2020 年初， 金阳街道以

贵阳市开展的“三感社区” 建设

为契机，探寻基层治理新途径。

在街道党工委的牵头指导

下，碧海社区成立了联合党支部，

组建由党员负责的四个联盟，共

同解决小区治理难题。同时，碧海

社区还新建了老年俱乐部、 日间

照料中心、“健康社区” 工作站，

实现社区老年人服务便捷化，开

设“公益四点半课堂” ，解决青少

年儿童放学后无人托管等问题，

物业主动提供场地打造了党员活

动室， 解决了党员活动阵地不足

的难题。

金元社区结合实际， 积极推

行党建网、民生网、平安网“三网

融合” ， 提炼了党建引领小区治

理九条措施，构建“15 分钟服务

圈” ，成立老年大学，打造数治小

区，辖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把初心镌刻在基层一线

———记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观山湖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金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凡

本报讯 7 月 21 日，7 月“贵

州好人榜” 出炉，全省共 13 人入

选，来自贵阳的陈燕琴入选“助人

为乐好人” 。

13 名“贵州好人” 中，包括 2

名诚实守信好人、1 名见义勇为好

人、6 名敬业奉献好人、1 名孝老

爱亲好人、3 名助人为乐好人。

1972 年出生的陈燕琴是贵

阳市第十七中学教师。2017 年 1

月，陈燕琴创建了“小水滴爱心

公益团队” ，致力于帮扶救助乡

村贫困儿童。 她经常带领团队

成员利用空余时间到山区实地

走访， 调查了解贫困学生家庭

情况， 积极协调联系各方资源

为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献 爱

心、送物资。 在她带动下，身边

越来越多人加入公益团队、参

与公益活动。 4 年来，陈燕琴和

她的公益团队先后帮扶 40 多个

孩子，每月为每名孩子提供 200

元至 400 元不等的生活费直至

完成学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贵阳一人入选七月贵州好人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

和

践行

本报讯 7 月 21 日，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20 年， 贵州省下达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资

金 33.8 亿元， 覆盖全省 88 个县

（市、区）的 1.16 万所农村中小

学，惠及近 400 万农村学生。

据了解，贵州省不仅重视校

园食品安全管理，而且重视学生

的饮食健康、合理膳食。 全省教

育系统统筹抓好农村学生营养

改善， 全面实施以 “校校有食

堂、人人吃午餐” 为基本的“贵

州特色”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实施“提质升级” ，

让农村学生从“吃得上”“吃得

饱” 向“吃得好”“吃得营养”

转变；实施“校农结合” ，将营养

改善计划和脱贫攻坚相结合，选

定配送企业对学生营养餐所需

农产品实行集中采购和统一配

送， 确保学生营养餐营养均衡，

搭配合理。

此外， 全省加强对校园超

市、小卖部的监管，要求所有非

寄宿制中小学、幼儿园原则上不

得在校园内设置食品小卖部、超

市，已设置的要逐步退出。 寄宿

制中小学确需设置小卖部、超市

的，必须取得许可，且只能售卖

纯净水、矿泉水、预包装面包、牛

奶等食品， 有效杜绝了高糖、高

盐等不利于儿童青少年膳食营

养的食品进入校园，保障学生的

饮食健康安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静）

我省去年下达 33.8 亿元营养膳食补助金

让近 400 万农村学生“吃得好”

观潭大道竹子坡隧道工程

全面进入顶板施工阶段

本报讯 7 月 21 日，贵阳市

观潭大道道路工程第三合同段传

来好消息： 竹子坡隧道工程全面

进入顶板施工阶段， 首段顶板已

浇筑完成。

观潭大道道路工程项目是

连接观山湖区、花溪区到贵安新

区的主干道路，全长 760 米的竹

子坡隧道是其重要控制性节点

工程。 据第三合同段施工单位中

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郑子勇介绍，经过全体施

工人员连续 20 小时奋战， 首段

顶板顺利浇筑完成。 竹子坡隧道

设计为单箱双室明挖框架涵结

构，高 9.56 米、宽 38.6 米，双向 8

车道，顶板单次混凝土浇筑量达

1240 立方米。 施工过程中，中交

四航局管理人员合理分工，轮班

监督值守，克服雨季施工、施工

作业面有限等不利影响，在保障

工程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顺利

完成顶板浇筑，为后续顶板施工

奠定了基础。

（陈利朋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张薇 实习生 王涛）

本报讯 7 月 21 日，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贵州认真落实食品安

全“党政同责” 要求，综合施策、

标本兼治，切实加强食品安全工

作，2020 年以来， 我省未发生源

头性、系统性、区域性食品安全

事件，食品安全形势稳中向好。

坚持“党政同责” ，全面加

强食品安全组织领导。 全省各级

党委、政府始终把食品安全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推动落实食

品安全战略。 省委将食品安全工

作列为 2020 年省领导领衔重大

改革课题和深化改革重点工作

事项，对食品安全工作实施重点

督导。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专题

研究审议《贵州省食品安全重点

工作安排》， 省政府食安办出台

《食品安全重大改革项目实施方

案》， 对食品安全工作实施重点

部署。 9 个市（州）党委、政府全

部出台相关文件， 并通过督查、

通报、约谈等方式，对食品安全

工作实施严抓重管。

坚持问题导向，全程严把食

品安全七个关口。 把好源头关，

推进产地准出市场准入有效衔

接， 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

度， 建立主体名录并 100%纳入

名录库，依据名录库开展“双随

机” 抽查。 把好校园食品安全

关， 以 “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

动” 为载体，深入开展春秋季校

园食品安全整治和风险专项监

测，对 19050 家学校食堂、35 户

学生集体用餐配送企业实施全

覆盖检查。 把好餐饮质量安全

关 ，围绕治理“餐桌污染 ” 、制

止“餐饮浪费” ，全面实施餐饮

质量安全提升行动， 累计建成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 11 座， 实现

市级城市全覆盖。 把好 “小作

坊” 食品安全关，聚焦身份数据

化、行为数据化、数据关联化，

持续打造食品生产“小作坊” 综

合治理体系。 把好大宗食品和

保健食品安全关， 不断规范大

宗食品生产加工行为， 组织保

健食品行业签订 《保健食品生

产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公开

承诺书》。 把好网络餐饮安全

关， 开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专项整治。 把好冷链食品安

全关，紧盯疫情防范风险点，牢

牢守住新冠病毒不通过冷链食

品传播的底线。

坚持多元参与，构建共治格

局。 实施“双安双创” ，指导贵阳

市、六盘水市持续开展第三批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对已命名

的 9 个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实行动态管理， 推荐福泉市、湄

潭县、开阳县作为第三批创建试

点单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全省去年以来未发生

源头性系统性区域性食品安全事件

贵州发布贵州发布

贵阳投控集团宏资酒管公司———

打造“五心” 党建品牌

推动高质量发展

贵阳市 12315平台上半年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近 400万元

本报讯 7 月 21 日，记者从

贵阳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贵阳市

12315 平台上半年共登记受理投

诉举报 23601 件， 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近 400 万元。

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贵阳市 12315

平台共登记受理各类消费者来

电、来人、来函 102299 件，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 398.65 万元。 其

中 ， 投 诉 举 报 23601 件 ， 占

23.07%，同比上升 32.78%；解答

消费者咨询 78698 件，占 76.93%，

同比上升 3.17%。

在投诉举报中，商品类投诉

举报共 13422 件，排名前三位的

是：一般食品 3028 件，烟、酒和

饮料 2057 件 ， 交通工具 1631

件 ， 分 别 占 22.56% 、15.33% 、

12.15% 。 服 务 类 投 诉 举 报 共

10179 件，排名前三位的是：餐饮

和住宿服务 1592 件， 美容、美

发、洗浴服务 1196 件，教育、培

训服务 832 件， 分别占 15.64%、

11.75%、8.17%。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近日，贵阳公交 B1 线路获贵阳市“工人先锋号” 荣誉称号。 该线

路于 2016 年底组建，担负着往返贵阳北站、途经中环 27 个 BRT 站点

的环行运营服务工作。截至目前，该线路已安全运营 725 万公里。图为

B1 路公交车驾驶员在张贴“工人先锋号”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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