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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爽贵阳等你来” 城市歌曲创作征集活动由线

上作品征集和线下专业团队采风两部分组成。 线上作

品征集活动将持续到 8 月 31 日， 通过人民网、 新华

网、多彩贵州网、贵阳网、甲秀新闻、新浪、腾讯、网易等

主流和商业媒体面向全国发布征集信息。 作品征集完

毕后，将组织国内知名音乐人、专家、媒体人对作品进

行全方位的筛选评比。 对于入选作品，除给予奖励外，

更注重宣传推广，将联合抖音、快手、喜马拉雅、酷狗音

乐、新浪微博等知名平台组建的爽爽贵阳音乐传播联

盟，对入选的优秀作品进行全方位推荐；邀请国内顶

级歌手对优秀作品进行演绎，进一步提升作品的影响

度、感染力。 线下采风活动由全国知名音乐人张超牵

头，邀请省内外 20余名知名音乐人共同组成“爽爽贵

阳等你来” 歌曲采风团，于 7 月中旬深入甲秀楼、文昌

阁、青岩古镇、天河潭、蝴蝶谷、云上方舟、修文阳明文

化园等地，挖掘品牌内涵，创作具有贵阳“地标” 独特

魅力的优秀作品。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联、观山湖区

委区政府等承办， 旨在进一步挖掘 “爽爽贵阳” 的

城市内涵， 通过向社会征集优秀文艺作品， 诚邀全

国文艺工作者集思广益、共同创作，讲述贵阳故事、

传递贵阳声音、传播贵阳形象、展示“六爽” 魅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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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要求，《观山湖区现代制造产业园

工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022-2025 年）》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已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在观山湖区人民政府官网进行公示 （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

日）， 关心本规划的有关公众可在此期间通过以下链接查阅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

示信息。如有建议或意见，可下载征求意见表并填写后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

方式将意见反馈给规划实施单位。

链接：http://www.guanshanhu.gov.cn/xwzx/tzgg/202206/t20220616_75001309.html

��������规划实施单位：观山湖区现代制造产业发展办公室

通讯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华夏银行 20楼

联系人：邵勇 联系电话：13608551776

��������邮箱：1253947632@qq.com

《观山湖区现代制造产业园工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2022-2025 年）》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观山湖区现代制造产业发展办公室

2022年 6月 23日

尊敬的业主：

我司开发的保利·凤凰湾 D 区、E 区已启动车位产权办理工作，前

期我司已通过短信 / 电话等方式通知购买上述区域车位的业主办理产

权手续，但仍有部分业主未到场办理。请尚未办理上述区域车位产权的

业主携相关资料到保利温泉新城签约中心进行办理。

办理资料：车位合同、买受人及共有人身份证（未成年人提供出生

证明、户口本）、车位收据、储蓄卡（缴纳契税、工本费）。

办理时间：9：00-17：30（节假日不休）

办理地点：保利温泉新城签约中心（保利温泉酒店斜对面）

咨询电话：0851-86205139、0851-85512846、0851-85518363

关于保利·凤凰湾产权办理的催办通知

贵阳保利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23日

尊敬的业主:

�������贵州国际旅游体育休闲度假中心太阳谷七组团（一期）A区已经具

备交房条件。 按合同约定，现定于 2022年 6月 30日至 2022 年 7 月 2 日

进行集中交房。

集中交付时间：2022年 6月 30日 -2022年 7月 2日 9:00-18:00

��������集中交付地点：太阳谷七组团（一期）A区逸景湾商业广场；

请各位业主携带相关资料前往太阳谷七组团（一期）A 区逸景湾商

业广场集中交付地点办理交接房手续。

咨询电话：15685056995�0851-85195555

��������敬祝收房愉快！

贵州中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 6 月 23 日

交房公告

尊敬的业主:

��������贵州国际旅游体育休闲度假中心悦龙国际城二组团（五期）已经具

备交房条件。 按合同约定，现定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2022 年 7 月 2 日

进行集中交房。

集中交付时间：2022年 6月 30日 -2022年 7月 2日 9:00-18:00

��������集中交付地点：中铁悦龙南山悦龙七路幼儿园正门口；

请各位业主携带相关资料前往中铁悦龙南山集中交付地点办理交

接房手续。

咨询电话：0851-85512655�0851-85195966

��������敬祝收房愉快！

贵州中典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6 月 23 日

交房公告

征收通知

3537 厂家属区 25 栋 5 层 12 号住户、6 层 7 号住

户，因花溪客运站项目涉及以上两户房屋征收，现特

通知你户在征收公告时间内 （2022 年 6 月 30 日）与

我征收中心速联系。 超过期限你户将不再享受本项目

方案规定的补助及奖励。

特此通知

贵阳市花溪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2022年 6月 22日

为充分整合市场资源、有效盘活项目资源、实现互利共赢，

贵州启航置业有限公司现针对所开发的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 5

号楼 2 块 LED 大屏、2 个灯箱和大堂元宇宙沙盘的建设和运营，

面向全社会招募合作单位，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位于贵阳高新区黔灵山路与同城大

道交汇处，总建筑面积 22 万平方米，由 4 栋塔楼（由 5.5 米超

高层 LOFT 及 SOHO 组成） 和大约 3.8 万平方米集中商业组

成， 总户数 2908 户。 项目位于贵阳老城区进入高新区门户位

置，毗邻新建成的同城大道，距离贵阳高铁北站约 2 公里，属商

业规划区，地块周边规划有轨道交通 S2 号线出入口，区位优势

明显，交通条件便捷，将对提升区域整体形象、拉动区域商业发

展空间起到显著作用。项目已经投入使用，3.8 万平方米集中商

业区域打造为贵阳市文化和科技融合产业园，预计近期将举行

揭牌仪式。

（二）LED 大屏、灯箱广告和大堂元宇宙沙盘

2 块 LED 大屏和 2 个灯箱广告均位于 3.8 万平方米集中商

业区域的商业盒子 5 号楼楼身，共 4 块，临黔灵山路，面积大，视

觉冲击力强，非常吸睛。

大堂元宇宙沙盘位于互联网企业集群区 2 号楼一楼， 是 2

号楼重要入驻企业的大堂，为园区很重要的一个互动体验区。

（三）洽谈联系方式

凡有意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 进行投资合作的企业， 请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前持企业相关资料等洽谈材料进行具体面谈。

招商单位：贵州启航置业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黔灵山路与同城大道交汇处阳光城·启

航中心 3-1-2

� � � �联系电话和联系人：18685332177�漆女士 18085157765�龙女士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 LED 大屏及灯箱广告

招募合作单位的公告

“十三五”期间贵州妇女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本报讯 6 月 22 日，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的“强国有我·巾帼助发展” 贵州巾帼先进

典型媒体见面会上获悉，近年来，贵州省妇女参

与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福利的水平不断提升，

妇女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妇女事业取得长

足进步，广大妇女进一步实现了全面发展。

妇女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十三五” 期

间， 贵州省妇女发展规划目标任务达标率为

100%，多项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难点

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 妇女健康水平全面提

高，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享有越来越好的基本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妇女受教育程度不断提

高，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等高于和接近全国平均水

平； 妇女参与决策管理比例达到较好水平，省

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中女性比例稳中有升，

省第十一届村居换届中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

会主任中的女性比例提升，城市社区党组织书

记和居委会主任中女性保持稳定比例，实现村

（社区）“两委” 成员 100%有女性。

妇女撑起改革发展“半边天” 。近年来，贵

州涌现出许多巾帼典范， 有 “贵州杰出人才

奖” 获得者、蔬菜专家李桂莲，抓养殖、办企

业，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余留芬，当代

“女愚公” 邓迎香，桥梁专家张胜林，最美乡村

医生钟晶，最美教师周贤怡，还有以石丽平、宋

水仙等为代表的 50 万贵州绣娘、染娘、画娘和

织娘等，发挥了“半边天” 的积极作用。

妇联工作再创新成绩。贵州省各级妇联组

织强化政治思想引领， 团结凝聚广大妇女，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和科技创新巾帼行

动，升级实施“锦绣计划” ，建设巾帼家政产教

融合基地和“智慧家服” 平台，助力妇女创新

创业； 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和家庭文明建设，弘

扬文明新风， 增进家庭幸福； 加大源头维权，

切实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开展暖心关爱服

务，增进妇女儿童幸福，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引

领服务联系的作用。

凝聚“她力量” 奋斗新征程。 贵州各级妇

联组织将聚焦战略定位，加强思想引领，支持

妇女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上发挥积极作用，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加大妇女维权力度，关爱困难妇女，大力推

动贵州省妇女发展规划实施， 深化妇联改革，

不断增强妇联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推动贵州妇女儿童高质量发展，为多彩贵州现

代化建设贡献巾帼力量，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韦鑫）

一面面精致的彩绘墙上，移风易俗、孝老爱亲、邻里和

谐等内容融入其中，不仅美化了环境，也时刻传递着文明

新风；

一个个垃圾分类的小型驿站“上岗” ，教村民正确分类

投放垃圾，彰显出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

一条条农村“五治” 宣传横幅悬挂在村道、村居上，无

声地影响着村民的一言一行；

……

如今，农村“五治” 在云岩区杨惠街道大凹村村民心中

已“生根发芽” ，萌发出一派新景象。

近日，贵阳市“绿丝带” 文明共建巡访团组织志愿者走

进大凹村，通过实地走访，深入了解大凹村农村“五治” 工

作成效，开展“治风” 志愿服务活动。

为打破陈规陋习、顺应民心民意，农村“治风” 工作开

展以来，大凹村充分发挥好红白理事会的作用，组织村“治

风” 小组成员和党员志愿者开展入户走访等宣传工作，引

导村民自觉抵制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截至 6 月

21 日，大凹村共发放《摒弃婚丧陈规陋习 弘扬时代文明新

风倡议书》2600 份、与村民签订《文明节俭操办婚丧事宜

承诺书》350 份。 村民主动报备红白喜事，“红事” 1 天内办

完，“白事” 3 天内办完。

为积极营造共治共建共享的农村“五治” 良好氛围，该

村治风小组还通过向村民发放移风易俗“明白卡” 、开“坝

坝会” 等形式，“见缝插针” 地开展宣传，使得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其他不办的新风尚深入人心，陈规陋习逐渐破除。

“以前提到吃酒就怕。 ” 在大凹村住了四十多年的王万

菊笑着说，“现在就不一样喽， 红白喜事简单张罗一下，其

他不必要的酒席免了，负担小了，也不伤和气。 ”

当巡访团志愿者经过大凹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时，正

好碰见村里举行“坝坝会” 。

“希望运动场地可以安装篮板， 大伙可以去打打篮

球”“市里头改造了农贸市场， 干净又敞亮， 我们村里改

不改” ……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说想法， 杨惠街道

“治风” 专项工作组组长湛治林认真记录着。

“我记下了，等经费到了就安装篮板……能落实的尽

力落实，能争取的尽量争取。 ” 湛治林表示，全心全意为村

民解忧，彼此建立充分的信任，“治风” 工作开展起来才会

更加顺利。

活动当天，巡访团志愿者还向村民发放宣传手册、进行

政策宣传。 “‘治风’ 工作的每条政策、每项措施都与群众

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推动‘五治’ 也离不开村民的支持和

配合。共建共治共享进一步提高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激发

了村民的内生动力。 ” 经过一天的走访，巡访团志愿者赵枫

深深感受到了“治风” 工作给大凹村带来的新气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欣宇

“龚老伯早啊！ ”“龚老伯，您又来巡逻

啦！ ” ……这个左邻右舍口中的“龚老伯” 叫

龚继章，今年 77 岁，是南明区太慈桥街道中国

铁建·国际城社区的老住户、 社区志愿巡逻队

的一员。他几乎每天都要把整个国际城社区及

周边街道走上一两遍。 作为社区里的 “活地

图” ，对于社区“15 分钟生活圈” 的建设推进

情况，龚继章深有体会。

6 月 21 日，记者来到国际城社区，与龚继

章一起体验他的“15 分钟生活圈” 。

“现在的设施越来越便利，社区周围有 3

家大型综合性便民超市，15 分钟就能走到，想

买哪样都买得到。” 龚继章高兴地说，“现在社

区还开通了免费的社区微公交，13 个站点连

接整个社区，孩子上学、居民出行等都用不了

15 分钟。 ”

“不想买菜做饭也可以。 ” 龚继章话锋一

转，“社区里还有业主食堂，饭菜种类丰富，美

味可口还平价，开放式的厨房让我们吃得更放

心，还能点外卖，真是给一些工作繁忙的年轻

人、腿脚不便的老人帮了大忙。 ”

龚继章说， 国际城社区目前住了 3 万余

人，60 岁以上的占 20%。 “人年纪一大就容易

有个头疼脑热和一些慢性病，社区大门口的铁

建医养中心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像以

前，看个病还要跑到青山小区。 ” 龚继章说，

“不过现在社区配套设施更完善了，我们老年

人有了娱乐健身交友的好去处，个个精气神十

足，身体自然也硬朗了。 ”

这个“娱乐健身交友的好去处” 就是涵盖

舞蹈排练、乐器演奏、棋牌活动等功能的光和

邻里活动中心。 每天吃过午饭后，龚继章都会

到这里坐一坐，和邻里好友唱唱歌、跳跳舞、下

下棋，文娱活动十分丰富。

“唱累了还能在这小花园里看看花草，休

息一下。 ” 龚继章手指的方向，有一座造型精

致、面积 400 平方米左右的屋顶小花园，小花

园中，鲜艳的小花布满了花坛和草坪，还设置

了太阳能路灯、休息座椅，显得十分温馨。

现阶段，社区里最让龚继章关注的事就是

紧挨着光和邻里活动中心修建的光和图书馆，

几乎每天都要去看看建设情况。

中国铁建地产贵州公司社区运营中心总

经理田永伍介绍，光和图书馆占地面积约 400

平方米。去年 7 月 15 日，南明区文体广电旅游

局与中国铁建地产贵州公司签约，光和图书馆

成为南明区图书馆国际城分馆。“目前图书馆

建设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 预计今年就能启

用。 ” 田永伍说。

数着社区近些年的可喜变化，龚继章乐得

合不拢嘴：“这不仅是‘15 分钟生活圈’ ，更是

我们的‘15 分钟幸福圈’ ！ ”

太慈桥街道社会事务中心主任杨明飞介

绍， 中国铁建·国际城小区是太慈桥街道所

打造的“太慈桥生活圈” 中的一部分。 为更

好地听取民意，太慈桥街道办建立了社会治

理联动微信群，快速回应居民的诉求。

太慈桥生活圈只是贵阳市全力推进

“一圈两场三改” 建设，围绕“教业文卫体、

老幼食住行” 倾力打造 “15 分钟生活圈”

的一个缩影。

目前，贵阳市共启动 99 个“15

分钟生活圈” 建设，共计 2485 个项

目 ， 已 启 动 2480 个 ， 启 动 率

99.80%； 已开工 2057 个 ， 开工率

82.77%。

据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贵阳市将持续

加大统筹力度，压紧压实责任，把“一圈两场

三改” 当成最重要的民生工程、良心工程和

干部作风工程，推动相关工作走深走实，让市

民真切感受到“一圈两场三改” 建设的成果

和成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倩 文 / 图

“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记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刘旭

6 月 22 日，在修文县大石布依族乡九年制义务教育学

校的八年级教室里， 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刘旭正在上课。

1997 年开始教书的他，是学生信任的好老师，也是学生敬

佩的“救火英雄” 。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 2018 年 4 月 27 日，我在下班回

石林村的路上，突然看到邻居家二楼冒出滚滚浓烟，当时

没想太多，找了个桶，装满水就冲进去了，边跑边大声喊人

帮忙，大家一起救出一个老人和两个孩子。 ” 刘旭说。

说起当时情况的紧急，刘旭记忆犹新：“烟很大，我匍匐

前进往里摸，先找到一个女孩，女孩意识到被救后，指了指

另一个孩子的位置，我就左手抱住女孩，继续匍匐着找到另

一个孩子， 随后两只手各抱一个孩子， 赶紧朝门外冲出去。

紧接着，附近的村民赶来，大家又一起把老人救出去。 ”

后来，其中一个小孩烧伤较重，所需医治费用较高，刘旭

带头捐款，并发动亲戚朋友共献爱心。 仅用一个星期，发生

火灾的村民家中就收到亲朋好友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捐款共

50 多万元。 “2020 年，市里发了道德模范奖金 1 万元，我也

拿给邻居家了，他们比我更需要这笔钱。 ” 刘旭说。

“我不后悔进火海救人，也一直希望社会上能有更多

好心人和正能量。 我一直坚信，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 刘旭

感慨地说，2019 年底，父亲因脑部积水住院半年，出院后便

在家休养。 当刘旭平日忙着工作时，邻居和亲朋好友就会

自发来家中帮忙照看父亲。

“我很感动，也更加坚定了去帮助更多人的想法，通过

传递‘与人为善、助人为乐’ 的积极生活态度，为建设文

明、友善的社会奉献力量。 ” 刘旭说。

邻居说，刘旭在 16 年前就开始试着给孩子理发，随着

手艺的熟练，现在还有很多邻居专门找他理发。 多年来，刘

旭为街坊邻居免费理发 1000 多人次。

2020 年，刘旭先后被评为贵阳市道德模范和贵州省道

德模范；2021 年，刘旭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贵州发布贵州发布

龚老伯眼里的“15 分钟生活圈”

移风易俗显成效

文明乡风润人心

———贵阳市“绿丝带” 文明共建

巡访团走进云岩区大凹村

1.夫妇双方或一方

已确诊为基因病的患者

或生育过基因病宝宝的

患者。

2.夫妇双方或一方

具有染色体异常， 特别

是本身具有染色体异常

但无任何临床症状的夫

妇。

3.怀孕早期发高热

的妇女； 每天化浓妆的

孕妇； 孕期精神紧张的

孕妇；经常饮酒的孕妇；

吃了霉变食物的孕妇。

出现这些情况

可能造成宝宝有出生缺陷

中国铁建·国际城小区居民在光和邻里活动中心锻炼。

“爽爽贵阳” 城市 IP文艺作品

暨城市歌曲创作征集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