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联建工作人员在一施工现场对项目进行检测。

11月 17 日，初冬时节，寒意渐

浓， 白云区艳山红镇尖坡村的云

莓乐草莓现代果蔬示范园里却是

热火朝天。这一边，一期占地 40 余

亩的草莓大棚里，工人正在进行人

工除草修枝作业； 另一边， 停车

场、卫生间等基础配套设施已基本

建设完工，进入收尾阶段。 “目前

所有工作基本准备就绪， 就等着

12 月初正式开园。” 项目现场负责

人李伦说。

尖坡村位于白云区东北面，

紧邻都溪林场、长坡岭森林公园，

距离市、区行政中心均不到 10 公

里，交通便利。全村下辖 7 个村民

小组，共 450 余户 1500 余人。

“尖坡村属于二环林带，有

三分之一土地和林地划为长坡岭

森林公园范围， 产业选择上有很

多限制。以前环保意识不够，村里

部分土地租出去做搅拌站、 家具

厂等使用，后来，国家实施绿盾行

动， 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村里全面清

除整治搅拌站、砂石场等。 ” 尖坡

村党支部书记陈跃华说。

“村集体过去没啥产业，租

金一停，村集体经济也一度停滞。

再加上复垦地大石块多、 土壤质

量不高，很多村民不愿意种地，宁

愿出去打工。 ” 陈跃华说，眼看着

复垦地变成杂草丛生的撂荒地，

村“两委” 班子急在心里。如何盘

活撂荒地资源， 带动村里产业振

兴发展， 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大

问题。

近年来， 白云区紧扣 “强省

会” 行动主线，围绕“四新” 主攻

“四化” ， 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以“稳

粮、强菌、优菜、精果” 为抓手，谋

产业、引项目，以产业振兴助推乡

村振兴。艳山红镇也结合尖坡村现

有资源实际，积极帮助村里探索发

展出路，在多方对接洽谈下，于今

年 5 月为这片复垦地引进了云莓

乐草莓现代果蔬示范园项目。

该项目由北京京黔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在艳山红镇注册成立的

贵州兴同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建设打造， 总占地面积 280 余

亩，分三期建设，主要建设规范化

草莓种植基地、 葡萄种植基地、研

学基地等，预计建成开园后可实现

年综合产值约 2800 万元， 带动周

边百余户农户发展农家乐、土特产

销售、采摘园等。 目前，一期 40 亩

草莓种植基地已基本建成投用，采

用先进智能化设备大棚培育，种植

有红颜、章姬、雪里香等 7 个高品

质草莓品种。 二期、三期已于 10 月

启动基础施工。

“项目从落地就推进得非常

迅速。 艳山红镇、尖坡村帮忙对接

各相关部门，带我们出证明、办手

续。 这块地周边路基偏低，一下雨

就淹，施工车辆无法进出，镇、村又

帮忙对接交通、交运等部门，完善

乡村公路。 ” 李伦介绍，9 月因疫情

部分区域交通管控，20 余万株草

莓幼苗无法运进基地，面临着错过

种植期损失惨重的问题，对此，镇、

村又帮忙对接协调，在保证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顺利将草莓

幼苗运输到基地，在种植期内进行

移栽。

“多亏政府实心实意的协调

和帮助 ， 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

题。 ” 李伦说。

在示范园种植基地里，陈跃华

一边向李伦询问项目开园的准备

情况，一边查看草莓长势。“引进

草莓种植示范园项目， 让我们村

撂荒了的复垦地重新焕发生机，

依托长坡岭森林公园的资源，观

光采摘游、都市休闲游、森林徒步

游……我们村农文旅一体化发展

的路子更明晰了。 ” 陈跃华说。

艳山红镇有关负责人表示，

推动绿色发展， 产业兴才能乡村

兴。 今年以来，尖坡村共引进草莓

种植示范园、 林下食用菌种植两

个农业现代化项目。 接下来，将以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坚持做

优做精做示范， 推动农业现代化

项目建设，围绕产销对接强化联动

发展，做好服务保障，助推项目顺

利推进、达产见效，以产业振兴助

推乡村振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本报讯 11月 22 日，2022 年

圆通速递贵州区乔迁仪式在贵州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物流园举行，

标志着位于该物流园的圆通贵州

智创园正式投入使用， 将极大提

高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运输

效率，降低全省物流运输成本。

据悉，圆通速递位列“中国民

营企业 500 强”“中国民营企业服

务业 100 强” ，被评为国家 5A 级物

流企业，是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

快递跨国集团公司，已入驻贵州 13

年。 2020 年，圆通速递与双龙航空

港经济区签订招商协议，决定在经

济区物流园建设“圆通贵州智创园

及航空枢纽项目” ， 设立圆通速递

西南总部。

全新落成的圆通贵州智创园

建筑面积为 17.77 万平方米，集

圆通西南运营管理总部、空地联

运物流中心、 物联网科创中心、

跨境电商展示交易中心、共享客

服中心等为一体，总投资额 6.02

亿元，历经 14 个月建设。 全新引

进 7 套自动化快递分拣设备，日

均吞吐量预计从此前的 100 万件

提高到 250 万 件 ， 提 高近 1.5

倍，大大提高了贵州及其辐射西

南地区的物流运输效率，能有效

降低全省物流运输成本。 此外 ，

园区新增 5.3 万平方米智能仓

储库房 ， 将实现供应链降本增

效、转型升级。

据了解，近年来，双龙航空港

经济区通过优化营商环境， 加强

政企合作， 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

展。 同时，经济区各级各部门把服

务企业、促进发展作为重要任务，

秉承 “贵人服务” 宗旨， 成立

“1+N+1” 服务专班，坚持主动为企

业搞服务、解难题，以实际行动营造

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 促进企业快

速发展。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区位优

越、路网密集、配套完善，产业基

础扎实， 项目选址于此正是看中

经济区的空港枢纽位置。 ” 据圆

通贵州省区总经理邵阳春介绍 ，

接下来， 圆通速递将充分发挥基

地功能，多方整合西南地区资源，

构建 “互联网 + 快递 + 大物流”

产业链， 快速打造圆通大物流生

态圈，进一步助力贵州乡村振兴，

为黔货出山注入新动力， 为高质

量发展增添新活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邹佳宴 王轩禹）

“前两天参加贵阳市市场监管

局高新区分局组织的 2022 年贵阳

高新区企业质量提升专题工作会

后， 我们企业的目标更加明确，干

劲也更足了！ ” 11 月 10 日，谈及参

与质量提升项目对企业带来的诸

多利好，贵州联建土木工程质量检

测监控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贵州联建）总经理黄彦森如是说。

贵州联建是一家专业从事土木

工程质量检验检测、监控测量、勘察

设计、 特种加固、 安全性鉴定与评

估、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养护咨询、

新技术、新设备研发、“大数据 + 检

验检测” 信息化服务等的高新技术

企业及科技型中小企业，于 2013 年

7月在贵阳高新区注册成立。

据了解， 贵阳市的检验检测

产业（建工类）超过 70%都布局

在贵阳高新区， 贵州联建正是其

中之一。 基于此背景，该企业平均

每月需要推进 50 至 60 个项目。

进行检验检测相关工作期间，从

事该行业的人员就像一名给建筑

物“看病” 的医生，要运用专业的

仪器对其进行检测并记录相关数

据，为建筑“把脉问诊” ，再给出

“治疗方案” 。

检验检测行业讲求 “全生命

周期管理” 。 即在检验检测期间，

要对介入的设备、人员、方法、数

据等进行全过程的跟踪记录，保

证整个流程能够追溯， 过程比较

繁琐，数据资料庞大。 以对建筑物

出具的纸质报告为例， 其分为单

页、多页以及综合性报告，其中综

合性报告少则几十页， 多则上百

页，对于储存要求很高。

人事变动后， 建筑物的 “病

例” 是否保存下来？ 检测设备维护

更新会否因疏忽导致漏检、 错检

而影响项目进度？ 人员档案、建

筑物报告、 资料是否可以长时间

保存……面对检验检测行业遇到

的种种困难，2020 年，贵州联建开

始有了一个设想———开发一个智

能信息化管理系统，采用“线上 +

线下” 模式，建立人员、项目管理

全生命周期档案，通过“终身责任

制” 推进工作开展。

“在得知贵阳市市场监管局

高新区分局正在组织 2022 年企业

质量提升项目工作时，2022 年 5

月，我们便将‘检验检测机构信息

化管理平台’ 项目进行申报，同年

8 月得到了该项目入选 ‘高新区

2022 年企业质量提升项目’ 的消

息。 ” 黄彦森说，贵州联建是一家

民营企业，公司一直朝着“专新特

精” 企业发展。 另外，作为贵州省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协会常务理事

单位、贵阳市检验检测与认证行业

协会副会长单位，企业更有义务发

挥带头作用， 在内部进行探索后，

将一些可复制的经验推广到全区

乃至全市的检验检测机构中，以带

动整个行业提质增效，这也与贵阳

高新区的初衷不谋而合。

据了解，“检验检测机构信息

化管理平台” 是贵州联建自主开

发的一个智慧质量管理体系信息

化平台，涉及人员、设备、方法、环

境、样品五个方面。 企业分别开发

了四个平台，对人员、设备、资料、

合同进行智能化管理，目前最为繁

琐的设备智能化管理系统已经完

成超 90%。

“‘检验检测机构信息化管理

平台’ 一旦形成完整的体系管理链

条后， 就能极大提高企业工作效

率，降低管理成本。 ” 黄彦森说，就

企业内部而言，该智能平台不仅减

少纸、笔等办公材料的耗费，而且

通过线上运行还能提高效率，减少

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该平台能复制、可推广，

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

展。

2023 年， 是贵州联建扎根贵

阳的第 10 个年头。 “我们在搭建

‘检验检测机构信息化管理平台’

的基础上，还推进另外 4 个项目帮

助企业内部提升质量。希望在下一

个 10 年，企业能够有一番新气象。

接下来，我们依旧会当好建筑‘医

生’ ，坚定‘独立、公正、科学、诚

信’ 的质量方针，为贵阳高新区检

验检测业献力，助推区域高质量发

展。 ” 黄彦森表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佳艺

文 / 图

本报讯 11 月 21 日，记者

从白云区工信局获悉，该区紧扣

“强省会” 行动主线加快推进新

型工业化，多措并举全力助推在

筑央企高质量发展，辖区央企前

10 月完成产值 91.96 亿元。

作为航空工业集团下属专

业化生产制造企业，中国航空工

业标准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产

品涉及航空、航天、高铁、舰船等

领域。 “截至 10 月 30 日，公司

产值同比增长 43.4%，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24.3%，今年产值有望

突破 14 亿元。 ” 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当前公司正处于转型

升级的历史机遇期，接下来将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

配套交付为中心、以精益创新为

重点，决战决胜四季度，不断推

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据白云区工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包括中国航空工业标准

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在内，辖区

中铝贵州分公司、中车贵阳车辆

有限公司等在筑央企均开足马

力忙生产，今年 1 至 10 月，累计

完成产值 91.96 亿元，完成年度

目标的 83.6%。

为助力企业顺利达产增效，

白云区切实把服务好在筑央企发

展作为“强工业” 的重要举措，制

定出台了《白云区央企服务和招

商专班工作方案》， 设立专班办

公室，以及服务、招商、企业三个

小组， 紧紧围绕央企的生产及发

展需求，做好服务和招商工作。

下一步， 该区将进一步强

化服务保障、促进密切协作、加

大支持力度 ，进一步擦亮“贵

人服务·简便宜心” 白云营商

环境品牌， 为推动在筑央企高

质量发展、助力“强省会” 提供

有力支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圆通贵州智创园正式投用

落址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物流园，集圆通西南运营管理总部、空地联运物流中心等于一体

白云区尖坡村：因地制宜引项目 复垦地变草莓园

贵州联建：打造建筑全周期信息化管理平台

贵阳高新区质量提升项目示范企业系列报道之六

白云区全力助推在筑央企高质量发展

辖区央企前 10 月

完成产值逾 90 亿元

本报讯 日前，贵阳市公安

局经开区分局黄河路派出所邀

请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对黄河

路派出所民警、黄河路街道办事

处工作人员、大坡村村“两委”

成员及星河街业主代表开展消

防安全培训。

培训会上，经开区消防救

援大队消防员结合近年来的

火灾案例， 剖析事故原因 ，对

消防法律法规 、 火灾种类 、灭

火基本方法、灭火器材的使用

方法等知识进行深入浅出的

讲解。

此次培训旨在提高参训人

员消防安全意识，增强消防安全

技能，进一步规范派出所消防监

督管理工作。 下一步，黄河路派

出所将重点围绕冬季火灾防控

工作，进一步加大派出所消防培

训力度，努力做好辖区社会面火

灾防控工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顾林晗 李春明）

经开公安分局黄河路派出所———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为全力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切实提高建筑工地外来务工群体

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识，11 月 21 日，南明交警二中队民警深入辖

区工地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图为民警发放宣传资料。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野 摄

南明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供暖锅炉专项检查

保障冬季集中供暖安全

本报讯 连日来，南明区市

场监管局持续开展供暖锅炉专

项检查，防范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发生， 确保冬季供暖锅炉安全，

保障人民群众安心过冬。

此次专项检查集中力量对

辖区内大型酒店、商场、医院、供

暖小区等锅炉使用单位开展现

场监督检查。执法人员通过实地

察看、现场询问、查阅资料等方

式全面了解供暖锅炉安全管理

情况，具体检查锅炉是否注册登

记、 锅炉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是否

持证、锅炉液位计是否有最高最

低安全液位标记等内容。

截至目前， 本次专项检查共

出动执法人员 40余人次，检查 13

家锅炉使用单位共计 29 台设备，

下达 2 份监察指令书， 对于检查

中发现的未开展事故应急演练和

培训、操作人员未填写聘用记录、

水位计未标注高低水位线、 未填

写水处理记录等问题， 已责令使

用单位限期整改， 并跟踪整改进

度，督促整改完成。

（杨新雪 龙海燕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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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南明区茁苗幼儿园原

法定代表人、 举办者徐辉因个

人原因将本幼儿园法定代表

人、举办者变更为苟月月，身份

证号：522128199205171548。

●李贵林于 2022 年 6 月 18 日

将南明区蓑草路 98 号虹桥新

村 31F 幢 3 单元 6 层 2 号房屋

产权证遗失， 证号：010249063

声明作废。

●遗失贵阳市三桥小学工商银

行云岩支行工资代发户预留印

章一枚，声明作废。

●购房人吴顺永， 身份证号：

522701197511020311， 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订购花果园三期

Q 区 9 栋 2 单元 20 层 2 号房，

因本人保管不善， 将该套房房

款收据（金额￥110132 票据号

0000366129）原件遗失，现声明

房款收据原件作废， 由此引起

的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本人自

行承担。 特此声明。

●贵阳市云岩区延中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公章、财务章、法

人章（陈康）遗失作废。

● 本 人 宋 莎 ， 身 份 证 号

522422199310094626， 遗失俊

发城 F01 栋公寓 12-2 收据，编

号 JFgyjf0415281、

JFgyjf0413647、JFgyjf0519569、

JFGY0001743 总金额 27 万元，

现声明作废。

● 声 明 人 胡 程 文

52222519540106043X 于 贵 阳

世纪城 L 组团 11-1-11-2 房

下车位于龙福苑 B103 号的原

始车位合同(编号 471)和发票

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由此产

生的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由声

明人承担。

●贵州妤百川建筑劳务工程有

限公司，刘大勇法人章（编号

5201010031419） 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刘振刚遗失东联名车广场开

具的定金收据（编号 0008760，

金额 20000元），商业运营管理

费收据 （编号：0008791， 金额

30000 元）， 房款收据 （编号

0009461， 金额 228022 元），维

修基金收据（编号：0009463，金

额 4960元），声明作废。

●贵阳市顺发出租车有限公司

贵 AUC522 道路运输证遗失声

明作废。

●杨云娟，贵 A6BD90，网约车

运 输 证 遗 失 ， 证 号 :

520102023415，声明作废。

●贵州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遗失收据一本， 收据编码 :

2908651－2908700，声明作废。

●南明区包酥鲜餐饮店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JY2520102303940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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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

高新区科技创新局获悉， 科技

部公示了 《全国科技管理系统

先进集体拟表彰对象名单》，贵

州省有三个集体上榜， 其中之

一是贵阳高新区科技创新局。

今年以来， 贵阳高新区科

技创新局紧扣“强省会 ” 目标

任务，以大数据为引领，以科技

创新为路径， 不断强化科技创

新主体培育， 持续推动创新平

台建设，区域呈现统筹发展、活

力增强、提档升级、创新示范的

良好态势， 在全国国家级高新

区综合排位中， 贵阳高新区排

名从 2012 年的第 62 位跃升至

2021 年的第 39 位。 截至目前，

全区聚集各类研发机构 （平

台）278 家，获批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 10 个、 省级人才基地 12

个， 已成为全省科技创新活跃

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下一步，贵阳高新区科技创

新局还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创新

体系，探索形成“发现、筛选、撮

合、转化” 科技成果转移全过程

培育模式，努力将贵阳高新区打

造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

范区核心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贵阳高新区科技创新局

上榜科技部拟表彰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