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置现场、登记献血者信息、

为献血者冲调葡萄糖水……7 月

19 日早上 7 点， 南明区花果园

街 道 遵 义 中 路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居委会主任田碧霞与其他

工作人员就忙了起来。 当天，一

场无偿献血活动在社区举行，

中午 1 点左右， 田碧霞才结束

上午的工作。

这是田碧霞基层工作中无数

小事中的一件。 自 2004 年参加工

作以来，田碧霞扎根基层，始终坚

守为民服务的初心， 把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 问题放在心尖上、落

实在行动上， 为群众带去了实实

在在的温暖和关怀。

因为多年来的默默付出，在

贵州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田碧霞荣获“全省优

秀共产党员” 称号。 此前，她还先

后获得 “花果园街道办事处先进

工作者”“全区扶贫攻坚优秀共

产党员” 等荣誉。

2014 年， 社区为提高居民

的融入度，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活动， 营造邻里一家亲的良好

氛围；2017 年， 社区依托 “党

建＋数治” ， 推进平安社区建

设；2020 年，社区全力打造“三

感社区” ……遵义中路社区成

立于 2014 年， 田碧霞与社区一

起成长，谈起社区的工作，她如

数家珍。

工作中， 田碧霞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 时刻冲在为民服务

的“最前线” ———

社区成立之初， 带领工作人

员挨家挨户排查信息， 第一时间

掌握社区内的人、地、事、物、情、

组织等基本信息和治安状况，并

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提升社会治

理工作水平。

针对社区困难群众较多的实

际，田碧霞常常带领志愿者、工作

人员上门慰问， 面对面了解群众

的需求，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随

时关注特困供养老人的状况，在

衣食住行等方面给予全方面的关

心和帮助。

组织开展“学校放假·社区开

学” 、文明宣传、知识讲座、文艺汇

演等活动， 力争做到 “月月有活

动” ，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初，

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 与其他

工作人员一起开展卡点值守、人

员排查、防疫宣传、居民生活服务

等工作。

……

在田碧霞带领下 ， 遵义中

路社区先后获得市、区 、街道的

多项荣誉， 居民对社区工作的

认可度和支持率也越来越高，

社区的荣誉墙上挂满了居民赠

送的锦旗。

“这面锦旗是帮助一户居民

解决了房屋漏水问题获赠的。 ”

“这面是为残疾人解决相关问题

获赠的。 ”“这面是解决了一户居

民的家庭矛盾获赠的。” ……对于

每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田碧霞

都如数家珍。

常年的基层服务工作， 让田

碧霞的身体亮起了“红灯” 。 近一

个月以来，她总感觉到膝盖疼痛，

医生表示是膝关节磨损导致的，

她坚持吃了一段时间的药才有所

好转。

面对伤痛， 田碧霞笑笑说：

“这是基层工作者的职业病，没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多走一

步， 群众的烦恼就少一分， 幸福

感就加一分。 今后， 我将克服困

难、 砥砺前行， 始终把人民放在

首位，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

带领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投身社

区建设， 为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而不

懈奋斗。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用脚步丈量民情 用行动温暖民心

———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南明区花果园街道遵义中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田碧霞

本报讯 7 月 26 日，乌当、

开阳、 综保政务服务中心联盟

与多地签订“跨省通办” 战略

合作协议。

据了解，为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助力贵

阳市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乌当区政务服务中心、 开阳县政

务服务中心、 贵阳综合保税区政

务服务中心组建政务服务中心联

盟， 与广州市从化区政务服务数

据管理局、 南宁市青秀区行政审

批局、成都市双流区行政审批局、

乐山市市中区行政审批局、 乐山

市峨眉山市行政审批局、 长沙市

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宁波市

鄞州区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签订

“跨省通办”战略合作协议。接下

来，各单位将采取异地受理、远程

受理、协同联动等方式，全面推进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改革工作，

让企业和群众享受到 “跨省通

办”政策红利。

（舒雪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本报讯 今年以来， 观山

湖区金阳街道金元社区积极探

索“五事” 工作法，拓宽渠道广

泛收集社情民意， 努力推进居

民各项诉求的解决。 截至目前，

共解决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 12 件。

“五事” 工作法包括———

“居民说事” 问民需。 金

元社区依托 “线上 + 线下” 模

式，进一步畅通群众说事渠道。

线上通过微心愿收集平台、网

格员微信群等， 居民可随时反

映所需所求； 线下通过在社区

便民服务站设立社情民意收集

点，在社情民意室设立居民“心

愿” 墙等，方便居民第一时间反

映问题、提出诉求。

“各方理事” 顺民意。 金元

社区定期对收集到的社情民意、

“微心愿” 进行梳理、 汇总、分

类， 通过举行社情民意恳谈会，

组织辖区党员、区人大代表及区

政协委员到社区报到等形式，各

方结合自身实际，认领居民“微

心愿” ，帮助群众解难题。

“协商议事”汇民智。金元社

区积极搭建协商平台， 针对居民

群众反映的问题、“微心愿” ，邀

请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辖区

居民及相关单位积极讨论、协商，

拟定解决方案。在这种机制下，今

年社区停车场启动修复， 目前已

经全部翻修完工。

“监督办事” 解民忧。 在

“说事”“理事”“议事” 后，金

元社区第一时间组织区人大代

表、 区政协委员和相关单位深

入基层，有针对性地展开调研，

竭力解决群众所急所盼。

“定期晒事” 定民心。 了解

居民诉求后， 金元社区根据协

商成果，通过落实责任、认真实

施、跟踪督办等程序，第一时间

公示办理结果。 这种晒出来、亮

出来的方式， 赢得了居民对社

区工作的认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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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农业农村部

公布的《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

行县共建名单公示公告》 显示，

经地方推荐和集中遴选，将 72 个

县（区）列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

化共建先行县，修文县入选。

近年来， 修文县推动农业

“接二连三” 发展，创建了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等，进一步推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同时，积

极推进综合服务与创新孵化核

心区、科技示范核心区，山地特

色农业生产区、农产品加工物流

交易区、阳明文化体验区，休闲

农业主题园、猕猴桃科技园等为

建设内容的“两核、三区、多园”

规划建设，打造品牌突出、业态

合理、效益显著、生态良好的产

业兴旺引领区。

为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修文县还积极推进农机产业示范

区建设，按照“服务本地、辐射周

边 、开拓省外” 的思路，积极招

商，推行“科研院所 + 经营主体 +

农业基地” 模式，推动农机具零

配件销售区、山地农机交易中心、

山地农业装备研发中心等功能配

套设施建设，形成产业集群，打造

山地农业机械装备研发、制造、销

售等全产业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周芸）

本报讯 日前， 工信部公

布 2021 年新型信息消费示范

项目遴选结果， 全国共有 135

个项目入选， 贵阳经开区企业

贵州里定医疗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全民妇幼健康大数据

管理平台” 项目入选。

贵州里定医疗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是经开区 “4+1” 主

导产业健康医药产业的重要企

业。 在近年的发展中，里定医疗

聚焦国内妇幼领域痛点，借力大

数据，持续开展妇幼健康大数据

管理平台研发，以及配套医疗器

械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全民

妇幼健康大数据管理平台” 项

目便是该企业最具代表性的一

个“大数据 + 妇幼健康” 服务项

目。 截至目前，“全民妇幼健康

大数据管理平台” 已累计为全

国超过 4000 家医疗机构提供专

业的妇幼健康服务。

据了解，2021年新型信息消

费示范项目遴选，经历了企业申

报、地方推荐、形式审查和专家

评审等多个环节，是行业含金量

较高的项目评选。 此次里定医疗

项目的入选，对推动经开区新型

信息消费发展、加快升级信息消

费有着积极促进作用。 接下来，

经开区将继续做好里定医疗等

企业的营商服务，以新发展理念

引导和帮助企业融入新发展格

局，助力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罗贤达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黄菊）

前不久， 贵阳高新区被评为

全省“在推动‘双创’ 政策落地、

扶持‘双创’ 支撑平台、构建‘双

创’ 发展生态、打造‘双创’ 升级

版等方面大胆探索、勇于尝试、成

效明显的地方” 。 这一荣誉，是对

贵阳高新区不断优化双创平台、

打造双创示范新高地的肯定。 目

前，高新区正以双创为引领，为区

域构建以大数据为引领、 以高新

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为主导、以

先进制造业为支撑、 以服务经济

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 持续释

放活力、动力。

高新区率先在全省打造 “创

业 苗 圃———众 创 空 间———孵 化

器———加速器———产业园” 的创

业孵化及产业培育全链条，为“大

学毕业生、留学归国人才、科技人

才、企业高管人才” 四支队伍提供

全程创新创业服务， 贵州华泰智

远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刘

南余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入驻进来， 我们就得

到贵阳高新区在政策、 场地等方

面的支持，企业发展过程中，各级

领导还多次上门关心指导。 ” 刘

南余说。

同时， 高新区通过实施一批

科技计划项目和大数据产业技术

项目 ， 涌现出一批高成长性企

业———振华新材料公司成为国内

第一、 全球前三的锂离子电池正

极材料供应商； 时代沃顿成为国

内反渗透膜、 超滤膜领域领军企

业；翰凯斯公司“基于时间最优的

智能机器臂实时运动控制轨迹规

划与优化技术”“填丝熔敷工艺

研究、 基于三维数模数据控制智

能焊接数据采集技术” 等已获国

内外专利 20 余项。 目前，贵阳高

新区软件与信息服务业规模已占

贵阳市的三分之一。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 近

年来，高新区先后制定《贵阳国家

高新区建设人才特区的实施方

案》《贵阳高新区关于打造数博

大道科技人才小镇实施方案》等

20 余个政策文件， 为区域孵化企

业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通过“一镇一业、产城融合；

规划先行、品质保障；租售并举、

租售同权；政府让利、企业微利、

人才得利” 等基本原则，按照“政

府引导、企业参与、可持续运营”

的建设模式， 贵阳高新区着力打

造了 5 个人才小镇， 总建设用地

面积达 2289.8 亩，全部建成后可

无偿由辖区使用的人才住房约 14

万平方米。

在 2020 年全国 65 个区域类

双创示范基地考核名单中，贵阳

高新区位列第 14 名； 贵阳高新

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连续 7 年获

评“国家级优秀科技企业孵化器

（A 类） ……贵阳高新区双创示

范基地已成为贵州省弘扬创业

精神、传播创新文化的双创示范

新高地。 未来，全区还将全力推

进企业孵化服务、双创升级建设

等工作，奋力打造精益创业双创

示范基地，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实习记者 张翼翔

本报讯 近日， 云岩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贵州省检测

技术研究应用中心， 对辖区红

边门农贸市场开展食品安全抽

检工作， 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

风险防控，确保食品市场安全。

此次抽检以群众关注度

高、 消费量大且风险系数较高

的叶菜类、豆类、水产品为重点

对象，以农残、非法添加非食用

物质等为重点检测项目， 加大

抽检力度，提高问题发现率。 抽

检过程中， 执法人员同步对食

品经营者进行了食品质量安全

宣传教育， 督促经营者在进货

时需向供货商索要蔬菜、水果、

水产品等农产品的进货票据及

检验检疫证明， 认真履行进货

查验、索证索票义务。 此次抽检

共出动执法人员 4 人次， 抽检

品种 15 类。

下一步， 云岩区市场监管

局将及时公布检测结果， 如果

出现不合格产品， 将及时依法

进行查处。 同时，强化对问题经

营主体的跟踪管理， 做到食品

安全“零容忍” 。

（杨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本报讯 7 月 23 日， 白云

区卫生健康局、 白云区计划生

育协会联合开展 “健康知识进

万家” 活动推进培训会，标志着

白云区 “健康知识进万家” 活

动全面启动。

根据《白云区“健康知识进

万家”活动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该区将组建家庭健康指导员队

伍，深入城乡广大家庭，普及健康

知识、传播健康理念，促进家庭开

展自我健康管理， 提升居民健康

素养， 营造健康社会氛围， 确保

2021年、2022年底试点工作家庭

户覆盖率分别达 50%、90%。

培训会对 “健康知识进万

家” 小程序的注册、登录、操作、

使用等进行了培训指导， 鼓励

广大基层卫生健康、 计生协工

作者创新工作方法， 积极开展

健康科普进机关、进企业、进社

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 活

动， 引导群众主动学习卫生健

康知识、提升健康素养水平。

下一步，全区各乡（镇）街

道、基层医疗机构将不断健全完

善家庭健康指导员网络，每个村

（居）至少培养一名群众身边的

家庭健康指导员，向群众推广使

用“健康知识进万家” 小程序，

广泛开展健康科普 “五进” 活

动， 促进大家养成健康生活方

式、提升健康素养水平。

（钟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修文入选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共建先行县

激发“双创” 活力 增强发展动能

———贵阳高新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瞥

乌当开阳综保政务服务中心联盟

与多地签订“跨省通办” 协议

白云区启动

健康知识进万家活动

工信部公布 2021 年新型信息消费

示范项目遴选结果

经开区一企业项目入选

云岩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农贸市场食品安全抽检

观山湖区金元社区探索“五事” 工作法

解决居民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修文猕猴桃科技园（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