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5 日， 贵州省发改委公布了 2021 年省级服务业龙头

企业名单，贵阳高新区 3 家企业入选大数据融合创新发展工程类

龙头企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婷）

本报讯 8月 24日，水、电、

气、广电等四类公共服务事项正

式进驻贵阳经开区政务大厅。

水、电、气、广电等公共服

务事项集中进驻政务大厅，是

经开区不断深化 “放管服” 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实践。

经开区政务大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进驻的公共服务事项，

此前分散在不同的单位， 服务

不集中，群众办事“到处跑” 是

常态。 为解决这一问题，经开区

积极整合各单位服务事项、优

化办事流程， 实现服务集中进

驻，为群众提供全流程咨询、网

上全流程办理等服务。

今年以来， 经开区以新政

务大厅投用为契机， 不断拓宽

服务渠道、完善服务事项，持续

深化“集成套餐服务” 模式，新

推行的 “不动产 + 民生服务”

联办服务、驾照体检换证“集成

套餐服务” 等，极大地方便了辖

区群众和企业。 同时，该区不断

探索便民利民新举措， 提升服

务水平，提高办事效率，全力做

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得到企

业和群众的点赞。

（李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本报讯 近日， 云岩区市场

监管局对辖区内医疗器械经营单

位开展专项检查， 进一步规范医

疗器械市场秩序， 加强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监督管理。

检查中，云岩区市场监管局重

点检查了经营单位购进渠道是否

合法、供货方资质证件是否齐全有

效， 经营使用产品是否符合要求，

产品有无合格证明、注册证、备案

证， 并对经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人员培训等内容进行了全面检查，

要求医疗器械经营单位对检查发

现的相关问题对标对表立即整改。

此次共检查了 6 家医疗器械经营

单位。

下一步， 云岩区市场监管

局将继续加强执法检查力度 ，

将医疗器械专项检查和日常监

管有机结合， 依法从严处理违

法违规行为， 确保广大人民群

众用械安全。

（杨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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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贵阳综保区

出台《贵阳综保区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动外贸提档升级实施方

案》。 根据方案，该区将以平台建

设为载体， 充分发挥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功能优势和政策优势，大

力推动对外贸易提档升级， 力争

到 2025 年，全区外贸进出口实现

36 亿美元。

根据方案， 贵阳综保区将围

绕建设全省进出口贸易新高地的

目标， 通过培育和引进一批优质

企业、 建设一批外贸产业项目基

地、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等，持续

扩大进出口规模， 推进进境粮食

加工产业集聚区、 跨境电商产业

示范区、 电子信息和新材料加工

贸易基地和新能源汽车销售和服

务集聚区建设， 不断提升综合保

税区外向型经济承载力和服务能

力。 力争 2021 年外贸进出口实现

18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实现

1.3 亿美元； 到 2025 年外贸进出

口实现 36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实现 5 亿美元， 外贸进出口规模

超过 1000 万美元的企业达 60

家。 为实现目标，贵阳综保区将从

五方面发力———

该区将实施“引湾入区” ，

打造进境粮食加工集聚区。 依

托贵阳综保区保税和一般纳税

人资格试点政策 ， 以都拉营枢

纽为核心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

发展粮食加工、饲料加工 、农副

产品加工， 通过开通都拉营枢

纽至大湾区铁路场站、 港口的

公铁联运、海铁联运班列 ，引导

粮食、饲料、农副产品等物流 、

贸 易 和 加 工 企 业 聚 集 。 力 争

2021 年累计引进 3 家进境粮食

加工企业， 进境粮食加工达 10

万吨以上 ；2025 年形成进境粮

食加工集聚区， 累计引进粮食

加工企业 10 家以上，进境粮食

加工达 200 万吨以上。

实施产业带动， 打造跨境电

商 示 范 区 。 大 力 推 动“9610”

“9710”“9810” 多种出口新模式

广泛应用， 着力培育一批本地出

口跨境电商企业； 推进形成跨境

电商高铁快递服务体系， 构建跨

境电商物流配送优势； 与重点购

物中心企业合作， 引进优质进出

口商品供应链企业， 布局线下店

和社区点，不断增加进口量。 力争

2021 年， 实现跨境电子商务交易

规模同比增长超过 30%； 到 2025

年，实现跨境电商单量突破 10 万

单，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总额超过 6

亿美元。

实施“借贵出海” ，打造电子

产品和新材料加工贸易集聚区。

依托贵阳都拉营国际物流港项

目，加强与广西各港口联动，提高

加工贸易企业物流效率， 建设电

子信息和新材料加工贸易集聚

区。 力争 2021 年累计引进 10 家

加工贸易企业， 实现加工贸易进

出口额达 2.8 亿美元以上 ；到

2025 年累计引进加工贸易企业

20 家以上， 实现加工贸易进出口

额达 10 亿美元以上。

实施物流带动，构建粮食物

流为主，医药物流 、冷链物流等

特色物流共同发展的新物流体

系。 粮食物流方面，引导粮油等

专业物流服务商向都拉营枢纽

聚集，提供便捷的运输、仓储、分

拨等作业。 医药物流方面，吸引

为大型医药企业提供物流服务

的企业或者社会化医药物流服

务商在综合保税区设立医药物

流中心。 冷链物流方面，引导冷

链物流服务商、食品生鲜物流专

业物流服务商、 贸易商入驻，满

足周边地区特色食品等运输集

散需求。

实施消费升级， 建设新能源

汽车城市展厅和服务聚集产业园

区。 拟在云上方舟商业综合体规

划区域建设新能源汽车城市展

厅； 在贵阳综保区建设新能源汽

车销售服务聚集区， 规划面积约

50亩， 打造成为新能源汽车企业

的 4S 店、 体验店和服务结算中

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贵阳综保区出台方案 推动外贸提档升级

力争 2025 年外贸进出口实现 36 亿美元

本报讯 近日，修文县“融

媒问政” 平台正式上线。

修文县“融媒问政” 平台

坚持网上网下结合， 主要负

责回应及处理群众反映的日

常问题。 目前，修文县“融媒

问政” 在“心修文 ” APP 上的

反 映 问 题 渠 道 已 经 搭 建 完

毕 ，市民通过“心修文 ” APP

首页的 “融媒问政” 栏目即

可进入反映问题界面 。 反映

问题界面按照修文县 12 个乡

镇（街道）进行划分，市民可

根据所属区域 ， 点击各乡镇

（街道） 标识对涉及园林绿

化 、市场管理 、教育管理 、社

会服务等 23 个领域的事务进

行咨询、提出意见建议等。 同

时， 市民还可通过 “问政查

询” 实时查看个人所反映问

题的处置进程。

近期，修文县下发“融媒问

政” 二维码标牌到各乡镇（街

道）， 市民除通过 “心修文”

APP 进入“融媒问政” 外，还可

通过扫描“融媒问政” 二维码，

进入平台反映问题。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周芸）

本报讯 8 月 25 日是 2021

年全国低碳日， 观山湖区开展

2021 年全国低碳日志愿服务活

动。

当日的志愿服务活动包括

“低碳生活·我在” 志愿服务活

动、“绿色出行·我在” 志愿服务

活动、“爱河护河·我在” 志愿服

务活动、“节能降碳·我在” 志愿

服务活动。 其中，“低碳生活·我

在” 志愿服务活动内容包括在

观山湖公园捡拾垃圾、开展垃圾

分类知识宣传等。 “绿色出行·

我在” 志愿服务活动内容包括

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深化交通

绿色发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主题签名等。“爱河护河·我在”

志愿服务活动内容包括在小湾

河、李家冲河河道两岸清理白色

垃圾等。“节能降碳·我在” 志愿

服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在观山湖区委党校和区

政府政务大厅举办系列宣传主

题活动，重点宣传节能降碳和绿

色发展理念。

长期以来，观山湖区结合创

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总体部

署， 纵深推进大生态战略行动，

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技术创新为动

力，认真践行“两山” 理念，为加

快推动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十三五” 期间，全区以能源消

耗年均 1.0%的增速支撑了国民

经济年均 10.9%的增速，能源供

需矛盾得到缓解，能源结构得到

持续优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清镇

市获悉，清镇市运用“加减乘除

法” ， 切实加强煤矿安全管理，

确保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向好。

“提升技能” 做加法，增强

员工素质。 清镇市以企业为单

位、 以岗位为单元， 大力实施

“一册、 一库、 一训、 一练、一

考” 为载体的全员技能提升工

程， 着重督促企业编好用好员

工安全知识手册， 实现岗位员

工专业技能 100%合格，进一步

提升煤矿员工的安全技能和安

全意识。

“消除隐患” 做减法，防范

事故发生。 清镇市深入推进煤

矿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大力开展“互联网 +” 远

程监管和线下执法检查， 督促

煤矿企业全面建立 “三张清

单” 。

“科技赋能” 做乘法，实施

改造升级。 清镇市持续推进煤

矿采掘机械化， 按照 “一矿一

策” 原则，督促煤矿企业制定具

体的实施方案、保障措施，实现

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减少

井下作业风险。

“化解产能” 做除法，关闭

小型煤矿。 清镇市围绕“化解

过剩产能、 淘汰落后产能” 的

要求， 通过兼并重组、 技改扩

能、财政奖补、提供就业保障等

方式，大力推进 30 万吨 / 年以

下煤矿的有序退出工作。

（侯俊华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许发顺）

8 月 25 日，位于乌当区新堡乡码头村的贵州兴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铁皮石斛种苗训化基地内，一棵棵铁皮石斛幼苗长势良好。据了解，贵

州兴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借助当地资源优势及政策的支持，全力打造“中药材种植 + 科研科普 + 旅游观光 + 休闲娱乐 + 养生养老” 的现代

生态园区，实现年产 1000 万株优质铁皮石斛幼苗，持续向新的产业领域探索并寻求突破。 图为工作人员查看铁皮石斛生长情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周永 摄

修文县

“融媒问政” 平台上线

观山湖区开展全国低碳日志愿服务活动

铁皮石斛育苗忙

四类公共服务事项

进驻贵阳经开区政务大厅

清镇市运用“加减乘除法”

切实加强煤矿安全管理

云岩区市场监管局———

专项检查医疗器械

简讯

本报讯 连日来， 南明区五

里冲街道办事处联合辖区公安、

城管开展夜间综合执法， 对违规

占道经营等进行集中整治， 维护

良好的市容秩序。

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耐心

地向摊主讲解城市管理相关法

律法规，介绍违规占道经营的危

害， 努力劝离占道经营摊贩，并

要求餐饮夜市经营者严格规范

店面周边环境卫生，防止油烟污

染。对于进行反复宣传劝导后拒

不整改的摊贩，执法人员依法暂

扣其经营设备。

接下来， 五里冲街道将持

续开展常态化管理， 加强夜间

巡查管控力度， 防止违规占道

经营反弹。

（阳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南明区五里冲街道———

整治违规占道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