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获

悉， 我省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工作从 7 月 9 日开始， 到 8 月 22 日

已全部结束， 历时 45 天， 共有 2176

所普通高校在我省招生， 录取考生

40 .18 万人。

今年录取的考生中， 普通文理类

26.98 万人， 艺术类 1.82 万人， 体育类

0.53 万人。 高职分类考试录取高中考生

4.58 万人，中职考生录取 6.27 万人。

据悉， 为确保我省今年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平稳顺利， 我省严密流程管

理，结合工作新标准、新要求，进一步

梳理完善录取工作流程， 把重要事项

重点环节的工作流程图制作上墙，构

建“用制度管人、用流程管事” 的工作

格局。

同时，我省压实工作责任，成立录

取工作小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

职责，建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工作

运转机制；提升录检质效，加强录取政

策培训，科学规划投档、录检、征集志愿

等重要时间节点，严格录取检查，做到

录取有理、退档有据、征集有序；加强信

息公开，及时发布各批次各类型招生投

档情况、 录取情况及征集志愿信息，确

保考生及时获取应知须知信息；服务周

到细致，发挥信访咨询站的服务主阵地

作用，线上线下热情耐心地解答每位考

生及家长的疑问，细致周到做好政策解

读和咨询服务；强化纪律监督，严肃录

取工作人员纪律要求，强化对录取工作

全流程的监督， 确保录取过程规范、录

取结果公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海兰）

我省 2021年高考

录取工作结束

共录取 40.18 万人

本报讯 8 月 24 日，由贵州省人民

政府主办，贵州省发展改革委、贵阳市

人民政府协办，贵阳市发展改革委承办

的贵州省暨贵阳市 2021 年全国节能宣

传周活动在贵阳启动。

节能宣传周期间，各地各部门将

围绕“节能降碳，绿色发展” 的主题，

通过现场展板展示 、 举办“节能云

课堂 ” 、 推送电子宣传册等方式 ，宣

传节能知识， 推广高效节能产品，促

进绿色消费 ，推动绿色创新，践行绿

色发展。

为落实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要求， 今年的节能宣传周对活

动内容和宣传方式进行了丰富和创

新， 通过新媒体加载节能宣传视频

等方式 ， 对节能知识通过线上方式

进行传播。 同时，开展优秀节能技术

应用单位媒体行活动 ， 利用主流媒

体的舆论宣导力量 ， 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树立绿色低碳理念 、 践行绿色

低碳生活 。

启动仪式上， 贵州雅光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聚万都荟商业发

展有限公司、 贵州汇通华城股份有限

公司等 10 家企业荣获贵州省优秀节

能技术应用单位称号， 宣读了《2021

年贵州省暨贵阳市全国节能宣传周倡

议书》。 活动现场还通过展板展示、发

放宣传资料等方式 ，展示我省“十三

五 ” 以来的生态文明和节能工作成

效，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传

播节能知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贵州省暨贵阳市 2021年

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启动

本报讯 8 月 24 日， 记者来到花溪

区，对 8 月 5 日发现的不文明问题进行回

访，发现大部分问题已经整改，但部分路

段仍存在车辆违停问题。

在松涛路花溪祥盛幼儿园门口，原来

有车辆在禁停路段违停，在霞晖路花溪区

第二幼儿园一侧，原来有多辆汽车停放在

路边，现在，这些地方均已没有车辆违停

情况。

在清溪路中国石油红岩加油站对

面，路边仍有大量电动车和大货车违停；

在清溪路阳红小区西北门前的道路上，

仍有不少车辆违停，且有商贩占道经营。

松水路惠友宾馆前面的道路一侧， 也仍

有车辆违停。

在明珠大道云上村一组 311 号居民

楼门前，仍有居民将垃圾直接丢在地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伟 实习

记者 旷威）

记者回访花溪区发现———

部分路段仍有车辆违停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公共交

通越来越方便、快捷。 公交、地铁已

成为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文

明乘车， 不仅是我们每位公民应尽

的职责和义务， 也是我们文明素质

的具体体现。

怎样才能做一个文明的乘客

呢？

在公交车站、 地铁站要提前排

队等车， 车到站后按照先后顺序上

车，不拥挤、不嬉戏。 如果车已经驶

出站点，耐心等待下一班车就好，不

要追赶车辆，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辱

骂殴打公交车司机、 抢夺公交车司

机方向盘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行

为，要受到法律制裁。

我们乘坐公交车及地铁时，应

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佩戴好口

罩、出示健康码等。 同时，不要在车

内饮食， 食物的味道弥漫车厢会给

他人带来不适。

乘坐公交车、地铁，遇到老人、

抱小孩的人、 残疾人等需要座位的

人要及时让座，如果被

让座，记得说声谢谢。

我们要遵守公共

秩序，不在车内大声喧哗、随地吐

痰、乱扔果皮纸屑等杂物。 同时，爱

惜公共物品， 不在车厢内踩踏座

椅、躺卧、追逐打闹、滑滑板（轮

滑）等。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 文明乘车，从点滴小

事做起， 才能让文明在全社会蔚然

成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让文明乘车成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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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碧水轻盈、青山叠翠，蓝

天白云掩映下，坐落于百花湖畔的观山

湖区百花湖镇三堡村更显生态优美、村

容整洁。

步入村庄，一幅宁静惬意的世外桃

源景象映入眼帘。 村内道路宽阔平整，

农房清一色的青瓦白墙。 很难想象，这

里曾经草深路窄， 每逢下雨便泥泞不

堪，“烂泥沟” 一度是这个村子撕不掉

的标签。

“十几年前， 村民们为防山洪侵

袭， 大都住在半山上。 遇到大雨涨水，

‘烂泥沟’ 无法通行，常常十天半月里，

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 ”

村民张家志说，过去，村里自然环境恶

劣，让村里人吃够了苦，城里的人更不

愿踏足， 村民们守着漫山遍野的绿，却

只能受穷，“要不是这几年 ‘烂泥沟’

治理好了、路修通了，我至今可能还住

在半山上，进出两难。 ”

环境改善是三堡村迈向文明的第

一步。 三堡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和林说，

2013 年，“四在农家·美丽乡村” 建设

加速， 三堡村凭借有山有水的优势，被

定为省级创建示范点。 “自从实施‘四

在农家·美丽乡村’ 基础设施建设六项

行动计划以来， 我们村得到了项目扶

持。有了资金，村里种植了经果林、建设

了花池、硬化了院坝、修建了挡土墙、治

理了河道，还建设了串户路、通组路，更

完善了污水处理设施，全村基础设施得

到改善，村子面貌也焕然一新。 ” 陈和

林说，曾经的“烂泥沟” 得到治理，变成

了蜿蜒的小溪； 溪边修建了旅游公路，

交通条件便利……山上的人家，也陆续

搬了下来。

“脏乱差” 的局面得到改变，基础

设施一点点变好， 环境一点点改善，森

林覆盖率达 73%……随着环境的不断

变化，三堡村乡村旅游快速发展，来此

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纷纷开起农

家乐。 在外发展的村民杜永嗅到商机，

也回村做起农家乐生意。 “路修起来

了，村里面干净又整洁。沾百花湖的光，

节假日城里人也开始往我们这跑。 ” 杜

永说，农家乐生意越来越红火，日子越

来越有奔头。

生活富裕了，村民素质也要提升上

去。 为此，三堡村把道德建设当作头等

大事来抓，积极探索乡村文明建设的有

效载体， 精心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

“五好家庭”“好婆婆”“好邻里” 等村

民喜闻乐见、 各具特色的评选表彰活

动，使村民在自我教育、自我评价中享

受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调动广大村

民参与文明村寨建设的积极性。 据统

计，2018 年以来，三堡村共评选出“文

明家庭” 22 户， 其中文明卫生家庭 8

户、和谐和睦家庭 6 户、善行奉献家庭

4 户、遵规守约家庭 4 户。

除了优美的环境、 淳朴的民风，三

堡村在建设文明村过程中，还充分利用

了独具特色的平堡花灯。 据了解，三堡

村的平堡花灯已有 500 多年历史，系全

镇唯一的贵阳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 在充实演

职人员和道具的基础

上，三堡村 、百花湖镇

对平堡花灯进行深层次包装打造，以此

培育良好的民风家风乡风，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生根结果。 花灯

《娘教女儿》《和谐大家庭》等唱词，饱

含着全村人创建文明家庭、文明村寨的

心声。

2015 年，三堡村荣获“全国文明村

镇” 称号。

如今的三堡村，邻里和睦，乡风文

明，村民安居乐业。 2020 年，经复查确

认，三堡村保留“全国文明村镇” 荣誉

称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昔日“烂泥沟” 今朝“桃花源”

———记全国文明村镇观山湖区百花湖镇三堡村

凌晨 4 点，城市一片寂静。

在贵阳北站，负责该区域环境卫生

的贵阳京贵公司北站班组环卫人员却

早已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其中，在负二

楼出站层 G308 公厕处，保洁人员杨旭

琴正从内到外、从上到下，认真擦拭着

每个卫生间里的垃圾桶。

G308 公厕处于贵阳北站负二楼出

站层的快速通道内，人流量极大。 “平

日里，G308 公厕一天有上万人次的使

用量，如果清洁不到位，异味很快就会

飘散出来。 ” 杨旭琴嘴里说着话，手里

一刻也没停。

每天， 杨旭琴会在凌晨 3 点半左

右到岗 ，换上工作服、戴好手套后就

开始工作：兑好洗洁精水 ，将毛巾蘸

湿，借助伸缩杆来回擦洗公厕的天花

板 ；仔细打扫女厕所，包括清洗每个

蹲位、擦拭每个垃圾桶，擦洗门板、地

面……

打扫完卫生间，杨旭琴又拎着清洁

工具来到洗面台，重新换上干净的洗洁

精水，按照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左到

右的顺序，逐一对镜面、台面和洗面台

下进行清洗。就连洗面台下人们看不到

的旮旯缝隙、墙面，杨旭琴也半跪半蹲

地擦洗着。

“我们从第一天就是这样保洁的，

越是看不见的地方越要用心。 ” 虽然凌

晨气温较低， 但此时杨旭琴的额头、脖

颈处还是起了一层薄汗。

一墙之隔的男厕所里 ， 保洁人

员吴德义正利索地清洗着小便池 。

他快速擦洗小便池外圈后 ， 拿出一

把牙刷 ，用牙刷蘸上洁厕净 ，细细将

冲水阀刷了又刷 。 “尿渍长期沉积

在冲水阀的缝隙里结垢 ， 不彻底清

洗，厕所怎么打扫都会有异味。 ” 吴

德义说。

凌晨 5 点半左右，吴德义完成男厕

所所有的清扫工作， 包括 30 个小便池

和 10 个蹲位的清洗， 以及每个卫生间

的垃圾桶、门板和地面的清洗、擦拭。吐

了长长一口气，吴德义站直身体，轻轻

捶了锤腰背，再喷洒空气清新剂、进行

消杀。

此时，贵阳北站即将迎来当天的第

一批旅客。 对于杨旭琴和吴德义来说，

他们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

他们还需要维持各自负责区域一整天

的保洁。

贵阳北站是贵阳市的窗口，车站

周边环境卫生是这座城市文明程度

的重要体现。 今年是新一轮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周期的起始之年，贵阳北站

班组的环卫人以兢兢业业的工作，为

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贡献环

卫力量。 近期，北站班组对公厕保洁

进一步提高了标准， 要求实现无蚊、

无蛛、无尘、无味、无污垢、无水渍、无

脚印。

为达到这一标准，杨旭琴和吴德

义也增加了循环保洁的次数和频率，

采取“易反弹的地方反复保” 的工作

方法。 例如，刚下列车的旅客会出现

集中使用公厕的情况，等大家使用完

毕，杨旭琴和吴德义会第一时间再次

对公厕进行保洁。 “这样， 下批乘客

使用时， 公厕又是干干净净的。 ” 杨

旭琴说。

正因为有了杨旭琴和吴德义这些

环卫人的辛苦付出，贵阳北站的环境卫

生做到了“雨天与晴天一个样，黑夜与

白天一个样，节日与平时一个样，检查

与不检查一个样” 。 看着如此整洁的车

站环境，不少旅客和市民为环卫人竖起

大拇指，表示要从自己做起，共同维护

城市环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实习生

陈庆庆

为了旅客的“方便”

———致敬城市环境守护者系列报道（一）

“陈书记让我们村民的荷包鼓起

来了，为村里做了很多好事……” 在南

明区云关乡红岩村，提起陈华信，村民

们纷纷说道。

陈华信是红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在村里工作已有 20 年。地处南

明区城乡接合部的红岩村， 共有 11 个

村民组、2266 名村民， 流动人口超过

6000人。

“2000 年左右，村里的基础设施很

差，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 4000 元，那时

村党组织也较为涣散， 村民凝聚力不

强。 ” 陈华信回忆说。

2002 年上任后， 陈华信首先把加

强党组织建设作为重要工作积极推进，

以加强班子作风建设， 增强凝聚力。

“只有增强班子凝聚力， 踏踏实实工

作，才能取得突破。 ” 陈华信说。

实行“支部书记 + 村民组”“两委

班子 + 困难群众 ”“党员干部 + 群

众” 工作机制，密切党群关系，让党员

干部受教育、群众得到实惠；坚持“书

记上党课” ，开展每月第一个工作日的

“党员主题日” 活动……通过一系列

措施，村干部的工作作风、村子的面貌

逐渐改变。

村民要致富，必须靠产业。 如何让

村民的荷包鼓起来，也是陈华信不断思

考的事情。

据了解，随着贵阳市城镇化建设步

伐的加快，红岩村村民的土地被陆续征

用，失地村民不断增多，加之红岩村地

处城乡接合部，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暂

住，复杂的环境和人员结构加大了该村

治理和发展的难度。

“当时我们就认为，只有把经济

搞上去，才能搞好村寨治理。 ” 陈华

信说。

在陈华信带领村支两委集思广益

的同时，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各项工作也

在逐步开展。红岩村先后以多种形式招

商引资，引进了物流、驾校、化工等各类

企业 30 余家，逐步形成规模，建立了红

岩轻工小区，实现年产值 2000 万元，并

解决了村里近 200 名富余劳动力的就

业问题。同时，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引进了福建的花卉种植公司，发动村民

建立了占地两百亩的红岩花卉种植基

地、花卉批发市场。

就这样，在陈华信带领下，红岩村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据不完全统计，村

集体年收入由以前的 30 万元增长到如

今的 450 万元。

经济发展起来了，村民的生活质量

也提高了， 可是陈华信还是闲不住，又

开始思量着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

陈华信又带领大家，对辖区内的村

寨道路进行全面硬化、安装路灯等。 如

今，村寨道路全部硬化。

在创建“平安村寨” 过程中，陈华

信带领党员干部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与群防群治工作有机结合，建立和健全

村治保会、调解委等组织，开展好群防

群治工作。 近年来，红岩村没有发生一

起重、特大案件。 村里每月设立“法律

宣传日” 和“律师接待日” ，村民的法

律意识也逐步提高。

从 2008 年起， 村里每年为村民缴

纳医疗保险，并制定奖励政策鼓励村民

缴纳养老保险等； 对 70

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放

生活补助……

红岩村还大力发展村级文化事业，

成立村书画协会、村老年腰鼓队、健康舞

队等，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村民们都说：“红岩村变了， 在这

里生活，很幸福。 ”

因严于律己、真抓实干、勤勤恳恳，

近年来，陈华信获得了很多荣誉。 2010

年， 陈华信荣获 “贵阳市优秀共产党

员” 和“市级劳动模范” 称号；2018 年

荣获“全省脱贫攻坚优秀党组织书记”

称号；2020 年荣获“第五届贵阳市道德

模范” 称号；2021 年荣获“贵州省优秀

党务工作者” 称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实习

记者 王涛

兴村富民的“领头雁”

———记贵阳市道德模范陈华信

在云岩区黔灵镇茶店村，罗敏夫妻

俩的热心肠是出了名的。

2020 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

突如其来 ，为积极应对疫情，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茶店村

设置了 8 个值守卡点，24 小时进行轮

流值守，每天中午在岗值守人员约有

110 人。

春节期间以及春节后较长一段时

间， 平时正常营业的餐馆、 饭店等歇

业，值守人员的午餐成了问题，大部分

值守人员的午餐“标配” 基本上是方

便面、饼干等。 看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在寒冷的天气里为守好茶店村的疫情

防控防线不辞辛劳、任劳任怨，却连饭

都吃不上或者吃不饱， 罗敏和妻子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 经过商量，他们组

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利用自己家

开办的午托班场地临时设立了一个厨

房，每天给卡点值守人员做饭。 2 月 13

日中午， 罗敏和其他人驱车将 110 份

“爱心午餐” 依次送到了 8 个卡点，分

发到值守人员手中。 从那天起的 10 余

天， 罗敏和其他人每天准时将午餐送

到卡点， 在卡点值守的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再也不用担心午餐没着落了。

每天 “爱心午餐” 的开销大约要

1100余元，已经达到罗敏一家能够承担

的上限，但他却说：“面对疫情，茶店村

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坚守在前线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相对于他们的辛苦付出

来说，我做的这点事情不算什么。 ”

在日常生活中，罗敏夫妻俩也热情

待人、乐于助人。每逢节假日，他们常常

去邻居家拜访， 当邻居需要帮助时，他

们总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帮助解

决问题和困难。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于这

句话，罗敏夫妻俩领会得很深刻。 在教

育子女方面，他们十分重视孩子的道德

品质和良好生活、学习习

惯的培养，要求孩子做到

的自己先做到。

因乐于助人以及家

风良好，罗敏家庭荣获“第二届贵阳市

文明家庭” 称号。

“罗敏一家值得我们学习。 ” 得知

罗敏家庭入选 “第二届贵阳市文明家

庭” ，罗敏的邻居们都表示支持，并表

示要以他们为榜样，争创文明家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爱心午餐” 传递人间大爱

———记贵阳市文明家庭罗敏家庭

本报讯 8 月 23 日至 24 日，“筑

创荟·科创杯” 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 （贵州赛区） 暨第二届贵州科技创

新大赛贵阳贵安分赛区 （花溪赛点）

复赛举行。

此次比赛由贵州省科技厅主办，贵

阳市科技局协办， 贵州省生产力促进

中心、贵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花溪

区科技局承办。 花溪赛点的比赛共有

32 支队伍参加，覆盖新能源、高端装备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行业。 比赛以

现场路演方式进行，就团队架构、关键

技术、产品服务、市场分析、盈利模式、

投入产出等方面进行项目路演。 比赛

邀请到各行业专家学者、创业导师、高

校教授、知名企业负责人、金融机构代

表等担任评审， 对各参赛项目进行专

业评审和现场打分， 并提出改进意见

及建议。

据悉，此次比赛晋级的企业除获得

奖金奖励外，将优先获得省内创新创业

相关政策扶持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春晖）

贵州科技创新大赛

贵阳贵安分赛区复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