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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8 日，南明区

召开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工作推进会，就进一步加大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力度，提高

整改工作水平作出具体部署。

区委副书记、区长朱刚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全区上下要高度

重视，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

任， 全力推进中央环保督察问题

整改，以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

要迅速整改，重点针对市容环境、

交通秩序、黑臭水体、垃圾转运、

油烟污染、噪音污染等问题，抓紧

查漏补缺、抓紧整改销案，确保将

问题整改到位；要认真整改，对照

中央环保督察的内容、 目标、时

限、要求，加快工程项目进度，举

一反三进行整改， 在此基础上建

立健全长效机制， 确保问题不反

弹。

会议要求，要确保整改实效，

做到整改信访案件件件有回访，

件件有走访，争取群众理解，争取

让群众满意；要加强宣传发动，对

整改工作中的亮点和成效进行宣

传，营造积极正面的舆论氛围，引

导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

共建共治共享； 要提前做好迎检

各项工作，加强统筹调度，落实整

改措施，聚焦九条大沟、南明河治

理、花果园油烟治理等信访案件，

做好重点行业、 重点区域的迎检

工作； 要服从区委、 区政府的安

排，服从区环保督察专班的调度，

若在工作中出现虚假整改、 对抗

整改、敷衍整改等情况，将严格追

究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

（本报通讯员 袁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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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2018 年中国中小

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发

布，南明区再次荣获“全国综合

实力百强区” 和“全国投资潜力

百强区” 称号。 至此，南明区已是

连续五年入选全国中小城市综合

实力百强区和投资潜力百强区。

南明区为何能取得如此耀眼

的成绩？ 探其背后的原因发现，

近年来， 南明区不断提升大数

据、大健康、总部经济、现代服务

业的产业地位， 更加突出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引擎作用， 服务业高

端化特征明显，现代产业体系逐

步构建， 不断提升优化营商环

境，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

成绩。

优化营商环境

引来优质产业聚集

在空气清新、 景色宜人的阿

哈湖国家湿地公园，“藏着” 一

个内容丰富、 趣味横生的儿童游

乐场———米克小镇儿童主题乐

园。

米克小镇是南明区今年重点

引进的文化旅游项目， 投资 1.2

亿元， 填补了贵阳市户外森林系

儿童主题乐园的空白。 “阿哈湖

国家湿地公园环境好、 空气好，

在这里搭建一个儿童乐园， 为市

民提供了一个既亲近大自然、又

能游玩的好去处。 ” 贵州米克屋

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

昌丽说。

一个投入 1.2 亿元的项目，

为何选择落户南明区？

“除了这里优越的地理位

置、天然条件，最打动我们的，是

南明区优质高效的服务。 ” 何昌

丽说， 从项目选址到各种手续证

照办理， 从乐园建设到游乐设备

监测调试， 每个环节都有南明区

的贴心服务。 此外， 相关部门的

工作人员还多次上门， 主动了解

项目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为企业

化烦忧、 解难题。 正是得益于南

明区多个部门的支持， 米克小镇

儿童主题乐园于今年下半年正式

营业。

南明区良好的营商环境，是

吸引各地客商前来投资兴业重要

因素。

近年来， 南明区将营商环境

优化整治工作作为吸引企业集

聚、 助推经济发展的重点工程，

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指

导全区营商环境优化整治工作。

同时，南明区制定出台《南明区

优化营商环境整治行动工作方

案》，明确行动计划、实施办法，

建立整治工作台账、 投诉机制，

并把加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

纳入各乡、 社区及区直部门绩效

考核， 建立健全督查机制， 对工

作中履职不当的部门及个人，立

即启动问责机制。 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 全区新引进签约项目

140 个，签约资金 388 亿元，涉及

现代都市农业、 文化旅游、 大数

据、现代服务业、大健康、城市建

设等重点产业领域。

坚持绿色发展

迈出“生态南明” 步伐

在 2018 年中国中小城市科

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发布中，南

明区除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

第 85 位和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

第 54 位外， 还入选 2018 年度新

设立的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区、全

国科技创新百强区， 分别位列第

85 位、89 位。

这是近年来南明区坚持绿

色发展的成果。 近年来，南明区

把绿色发展作为全年评价指标，

始终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 理念，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加快“千园

之城” 等建设。 数据显示，2017

年，南明区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

达 95.2%，PM2.5 年均浓度控制

在 31 微克 / 立方米； 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 在

100%；新增城市绿地 5.8 万平方

米 ， 全区森林覆盖率 提高 到

41.87%；建成两层岩等 2 个森林

公园，南浦路、红星广场等 4 个

城市公园， 香榭枫林等 24 个社

区公园，全区各类公园总量达到

149 个。

“一起床，推开家里窗户，就

能看到美丽的公园，生活比以前

安逸多了。 ” 家住电力宿舍的黄

女士说。

致力科技创新

驱动区域经济跨越发展

“这是魔幻沙桌，这是循迹机

器人……这些智能产品，孩子可以

通过学习编程自己组装完成，我们

的目的就是训练孩子的创造力与

实践能力。”日前，在南明区众创大

厦 7楼的 “小黑码” 创客体验馆

里，贵州云众知乐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玲莉一边指着产品，一

边介绍他们今年的 “拳头” 项

目———“小黑码”创客教育。

贵州云众知乐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是南明区 2015 年 9 月引进

的一家新兴科技企业， 落户花果

园仅两年多， 该公司积极创新、

成长迅速，精心打造的“高考志

愿填报服务大数据分析平台” ，

已为成千上万的高考学子科学填

报志愿提供服务， 而今年重点研

发的“小黑码” 创客教育系列益

智产品在 2018 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上一经亮相， 立即吸

引了广泛关注。

科技创新一直在驱动着南明

区的区域经济跨越发展。该区立足

发展实际，着力发挥科技对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充

分发挥创新要素资源相对聚集的

优势，依托贵州北斗、创客大咖、贵

阳博雅、良知山等一批国家级创客

空间以及颐高“楼友会”等一批创

新孵化平台，让各类创新资源得到

科学合理配置，形成科技引领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 2017

年，南明区新增中国青年创业社区

贵阳站、蓝明众创空间、贵州贵商

盟众创空间、贵州联通众创空间等

4家众创空间。

同时， 南明区还积极创造良

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激发企业创

新活力， 制定出台有益企业发展

的政策措施， 积极协助企业申请

科技项目资金， 通过上门服务、

政策宣传、 牵线搭桥及跟踪帮扶

等形式， 加大对辖区企业的支持

力度， 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 目前， 南明区属科技型企业

梯队得到蓬勃发展， 全区科技型

企业备案数从 2015 年的 40 家增

长到 2017 年的 315 家。

一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南明区生产总值实现 342.98 亿

元，同比增长 12.1%。 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实现 0.44 亿元，同比

增长 4.0%；第二产业增加值实现

55.95 亿元，同比增长 11.9%；第

三产业增加值实现 286.59 亿元，

同比增长 12.1%。

瞿娇 本报记者 尹香力

发挥新兴产业引擎作用 区域经济“展翅腾飞”

———南明区连续五年入选全国综合实力和投资潜力百强的背后

“零距离”

接触非遗

日前，一堂以“文化浸润

以美育人” 为主题的美术教学

巡展在南明区尚义路小学举

行。 当天，尚义路小学 45 名学

生“零距离” 接触、感受多彩贵

州非遗文化魅力，200 余名老

师为促进美术教育教学的健康

发展， 相互切磋经验， 研讨交

流。 图为学生在现场设计制作

蜡染物件。

本报通讯员 赵松 摄

本报讯 日前， 记者从南明

区发改局获悉，前八月，南明区的

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已完成全

年计划投资目标任务。

今年，南明区共有 11 个省重

大 工 程 和 重 点 项 目 ， 总 投 资

1616.21 亿 元 ， 全年计划 投资

82.4 亿元 ，1 至 8 月完 成投 资

95.97 亿元， 占年度投资目标的

116%，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 南明区紧盯目标、

精准发力，实施重点项目月调度制

度，全力做好跟踪协调服务，积极

帮助协调解决项目在征拆、手续办

理、 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 确保重点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同时，该区做好增量谋划，着重跟

踪正在推进但尚未入库的重大项

目，做好协调服务，及时组织项目

入库，形成投资支撑。 南明区还加

强项目资金申报，做好项目谋划储

备和筛选， 完善项目申报条件，全

力争取各级各类资金支持。

（本报通讯员 吴莎莎）

南明区提前完成

全年计划投资目标任务

前八月省重大工程重点项目投资逾 95 亿元

本报讯 近日， 贵州省大数

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

《2018 年数字治理省级典型示范

项目》评选结果名单，南明区智慧

共治社会共享平台榜上有名。

南明区智慧共治社会共享平

台由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11 月牵头建设， 是引入

“云端大平台 + 手机小前端” 模

式，形成集数据采集、分析、应用

等为一体的全流程系统。 目前，该

平台已具有“扫码” 执法检查，手

机申请微企扶持，手机注册登记，

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自助

“刷脸” 打印，营业执照自助交换

柜 24 小时服务等功能，可有效解

决办理注册登记企业多， 排队等

号难这一“痛点” 问题。 该平台投

入使用三个月以来， 已为 962 户

登记注册经营户核准发放营业执

照， 并使办理营业执照从以前的

平均跑 5 次左右， 到现在只跑 1

次。

数字治理省级典型示范项目

评选活动旨在充分发挥应用示范

效应， 提升贵州省社会数据资源

的开发和大数据应用水平， 推动

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现代

化。

（本报通讯员 弋昀 王娟）

智慧共治社会共享平台获评

数字治理省级典型示范项目

坚定不移推进

大数据战略行动

本报讯 10 月 10 日， 南明区

组织城管、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生

态、交警等部门，联合花果园社区、

湘雅社区，对花果园一期、L 区住改

商，S区、T区规划路口的市容环境、

违规占道经营、商户延伸占道、无证

经营、商铺油烟排放、违规搭建等现

象开展综合整治， 此次联合整治共

出动 300余人。

行动中， 工作人员对花果园

整治区域周边的占道经营摊贩和

商铺进行劝导，对无证经营、违规

住改商等进行查处， 对商铺油烟

排放进行检查，对违规门头牌匾、

违规横幅、户外广告牌进行拆除，

整治了噪音扰民、 占道废弃物等

违法行为。

其中，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

查经营户 40 户，对 5 户住改商下

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并要求停止经

营活动； 对 5 户存在垃圾桶未及

时加盖， 从业人员未穿戴工作衣

帽、 健康证明未及时更新等不规

范的餐饮经营户进行现场指导和

规范， 并要求其接受进一步的调

查处理； 区文广局共检查娱乐场

所 8 家，停业整改 1 家，并进行噪

音防治警示教育；交警部门处罚 5

起，违停抄告 67 起；公安部门告

诫阻碍执法人员 3 人； 城管部门

取缔占道经营 33 起，规范门面延

伸 98 起，规范商家宣传 12 起，收

扣落地广告牌 38 起，拆除违规户

外广告牌 6 块， 拆除违规搭建帐

篷 24 起，取缔露天烧烤 53 起，暂

扣物品 240 余件。

自 7 月以来， 为给市民营造

良好的生活环境， 南明区在花果

园启动了长效综合整治行动。 目

前， 花果园人居生活环境得到了

有效改善。

（本报通讯员 许巧英）

多部门联合整治

花果园住改商和占道经营

“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和家人

在周边逛逛，现在花果园的市容

市貌还真是改善了不少，环境好

了，我们也感到舒畅。 ” 居住在花

果园 S 区的卢芸， 看着近期花果

园片区市容环境变好， 高兴地

说。

几个月前， 卢芸还深受楼下

烧烤摊违规经营造成环境污染的

困扰。“之前，我们 S 区有不少人

在住宅区楼下摆摊卖烧烤，产生

的垃圾影响环境卫生， 油烟味

浓， 还好政府部门大力整治，把

它们取缔了。 ” 卢芸说。

花果园片区区域面积大、经

营业态多，人流密集、结构复杂，

市容环境管控体量和管理难度较

大， 要切实改善该区域市容秩

序，必须找准症结、梳理病源、对

症下药。 为此，南明区专门制定

了花果园片区市容秩序提升行

动工作方案， 对存在的占道经

营、噪音扰民、油烟污染等问题

进行精准治理。

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

动，是南明区着力提升花果园片

区市容环境的一项有力举措。自

今年 7 月以来，南明区按照“天

天有行动，狠抓促实效 ” 原则 ，

整合城管、交警、生态、市场监管

等部门，形成执法合力，强力整

治沿街商户占用人行道、车辆占

道违停、流动商贩占用车行道等

突出问题，积极改善市容、还路

于民。 同时，南明区开展油烟扰

民治理，以夜市烧烤、餐饮油烟

为重点，引导餐饮经营户安装油

烟净化器或转变经营业态，对不

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器或油烟

监测不达标的餐饮商铺责令限

期整改，对违规占道经营的烧烤

摊位进行取缔，并印制《关于开

设餐饮服务项目的事前 告知

书》，对开设餐饮店的生产经营

条件、相关法律法规、各种证照

办理等情况进行说明，引导市民

不在无烟道的商住底商投资餐

饮业，从源头上避免油烟污染。

像卢芸一样感受到身边市容

环境越变越好的， 还有居住在花

果园 Q 区的王静。 “现在基本没

有垃圾长期堆放无人清理的事

了，扫地车、洒水车也随时可见，

就连以前我家附近倍受诟病的黑

车占道拉客的情况也没有了。 ”

王静说。

为增强环卫运维能力、 改善

市容环境， 南明区加快推进垃圾

转运站建设， 增强服务处理能

力； 加强环卫保洁力度， 增加环

卫工人数量和清扫频次，合理布

局、规范设置垃圾箱（桶、斗）。

同时，南明区还强化市容秩序综

合整治，提高“门前三包” 签订

率、知晓率和落实率，加大督查

指导力度， 依法加强 “门前三

包” 的监督管理， 杜绝乱摆、乱

放、乱占、乱倒、乱贴等现象，规

范商家经营活动。

“我经常看到政府部门开展

整治行动， 取缔路边小摊小贩，

清理占道经营， 防止噪音扰民，

感觉力度还是挺大的，成效也很

明显。 ” 住在花果园 R 区的伍洋

目睹周边市容环境的改善，感触

颇深。

南明区在大力清理占道经

营的基础上， 积极整治噪声扰

民 ， 对流动摊贩沿街叫卖 、汽

车鸣笛 、 改装摩托车飙车 、夜

间违规施工等行为进行劝导治

理， 着力给辖区居民营造良好

的生活环境。 为形成长效管控

机制， 南明区还在早上八点到

晚上十二点安排城管人员在花

果园片区开展巡逻值守， 对市

容环境问题做到及时发现、及

时整治。

“我晚上十一二点回家，都

会看见有城管队员在巡逻，他们

还是很给力的。 我觉得良好的市

容环境应该是大家共同创造的，

如果市民素质提高了， 大家都养

成文明习惯，环境自然会更好。 ”

伍洋说。

本报通讯员 吴莎莎

改变在身边 愉悦在心间

———南明区整治花果园市容环境成效显

整治后，干净整洁的花果园市容。 本报通讯员 夏延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