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4 日， 由花溪区人

大常委会、区委宣传部、区司法

局、区法宣办主办的 2018 年花

溪区“12·4 国家宪法日” 宣传

活动在花溪公园举办， 吸引来

自辖区 60 余家单位的干部职

工、 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市民共

700 余人参加。 (詹燕）

▲近日， 南明区西湖社区

在社区新时代市民讲习所开展

主题为“防范非法集资电信金

融诈骗” 的讲座，辖区 100 多

名居民前来聆听。讲座中，主讲

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详细地

讲解了什么是非法集资、 电信

金融诈骗以及如何识别、 预防

非法集资与电信金融诈骗等相

关知识。

（夏延芳 邓宏玲）

本报讯 12 月 4 日， 记者从云

岩区有关部门获悉， 该区编排的舞

蹈作品《盛苗》受中央电视台综艺

频道《舞蹈世界》节目组邀请，赴北

京参与录制。

据了解，《盛苗》 是由云岩区

文化馆外聘辅导员李青及区文化

馆馆长牛玉敏，在 2017 年共同编排

监制完成的；当年 9 月，该作品代

表贵阳市参加在铜仁举办的“2017

年‘多彩贵州’ 艺术节群文舞蹈新

作品展演” ，并获“优秀作品奖” 。

今年，在上级文化部门的大力推荐

下，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舞蹈世

界》 节目组通过反复观看舞蹈内

容，盛赞舞蹈中表现出的贵州独有

民族特色文化元素，并邀请该作品

参与 《舞蹈世界》“舞蹈全民星”

录制工作。

据悉，《盛苗》 将于本月在中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舞蹈世界》栏

目中进行播出。

（本报通讯员 吴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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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贵阳市南明区远通

汽车修理厂快修部在贵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厂路支行

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为：

J7010003381402， 账 号 为 ：

10530120210000133， 特此声

明作废。

贵阳市南明区远通

汽车修理厂快修部

2018年 12 月 5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遗失贵州兴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贵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聚兴支行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7010000281204，账号为：

10610120060000645，特此

声明作废。

贵州兴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12 月 5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贵阳市云岩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公告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下事业单位法

人变更有关登记事项已经核准，现予公告。 （第 134号）

*贵阳市第一幼儿园 *公告事项

法定代表人：岳艳（原：王秀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103429280295K

��������*贵阳市第五幼儿园 *公告事项

法定代表人：李莉（原：韩健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103429280391W

��������*贵阳市第六幼儿园 *公告事项

法定代表人：阮绚（原：蒋鸿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1034292803089

��������*贵阳市第八幼儿园 *公告事项

法定代表人：张莉萍（原：陈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103429280113F

��������*贵阳市第九幼儿园 *公告事项

法定代表人：钟琴（原：刘晓燕）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103429280332R

��������*贵阳市黄花街小学 *公告事项

法定代表人：张俊丽（原：朱国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103G72551609C

�����������������������������������

��������������������������������������������2018 年 12 月 5 日

遗失贵阳市白云区沙

文镇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在贵阳农商银行沙

文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为：J7010005301203,特此

声明作废。

贵阳市白云区沙

文镇国有资产投

资经营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6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遗失贵州省奥地莱特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碧海

花园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为：J7010028111301，特

此声明作废。

贵州省奥地莱特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5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龙里县房地产管理局

公 告

（龙商预告字第 201812-01）

开发企业：贵州龙铁物流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冠山街道办草原路

开发企业资质：暂定级

资质证书编号：黔房开字临 G2013011�

��������项目坐落：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冠山街道办草原路

项目名称：龙铁物流园—华鑫广场项目（一）

土地不动产权登记证： 黔 （2016） 龙里县不动产权第

0001321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地字第 520000201304458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 建字第 520000201305363 号 施工

许可证号：5227301807270116-SX-001�龙铁国际物流园—华

鑫广场项目（一）项目，建设面积总计 91335.45 平方米，其中

住宅建筑面积：58881.06 平方米， 计 524 套； 商业建筑面积

13198.36平方米，平计 12 套。 经审查：以上项目符合《商品房

预售管理办法》规定，准予预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龙

商房预字第 201812-01 号。

特此公告

龙里县房地产管理局

2018年 12 月 04 日

本报讯 近日，《贵阳国家高

新区机关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问

责办法（试行）》出台，对高新区

机关党组织意识形态问责工作进

行规范。

�《办法》包括加强意识形态

工作的重大意义、问责原则、问责

情形、问责方式、问责程序等方面

内容。

《办法》列举出了应当予以

问责的十种情形：一是对党中央

或者上级党组织安排部署的重

大宣传教育任务、重大思想舆论

斗争组织开展不力的；二是在处

置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上，党

组织书记没有站在第一线、没有

带头与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作

斗争的；三是职能职责管辖范围

内发生由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引

发群体性事件的； 四是对部门

（单位） 所管辖管理的党员、干

部职工公开发表违背党章、党的

决定决议和路线、方针、政策以

及基本方略的言论放任不管、处

置不力的；五是部门（单位）管

理的网站、公众微信号、工作微

信群出现严重错误导向的；六是

丧失对职能职责管辖范围刊物、

网站、微网站、微信、微博、贴吧、

电子显示屏等宣传思想文化阵

地的领导权和实际控制权的；七

是部门（单位）范围内网络意识

形态安全出现严重问题的；八是

部门（单位）职能职责管辖范围

内组织举办的报告会、 研讨会、

讲座、论坛和学校、培训机构课

堂教学等有发表否定党的领导、

攻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言论， 造成不良影响的；九

是不担当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或对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安

排、不落实，致使意识形态工作

受到上级党组织点名批评的；十

是其他未能切实履行监管、教

育、宣传等工作职责，造成不良

影响和后果的。

（本报记者 王丹丹）

本报讯 近日，高新区、白云

区 2018 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

开，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全市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 并对两区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予以表扬通报。

据悉， 两区宣传思想工作战

线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传播好

故事，唱响好声音，展示好形象，

提振两区人民的精气神。 坚定自

觉举旗帜， 持续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

心；高举旗帜聚民心，持续增强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

力；肩负使命育新人，努力提高人

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

养；激发活力兴文化，更好满足人

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拓宽路

径展形象， 进一步提升两区的美

誉度和影响力。

两区将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

“四个意识” ， 坚定 “四个自

信” ，践行“两个维护” ，强化党

的领导，压紧压实责任，为全面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提供坚强保

证，为加快实现两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

强大精神力量。

（王超 本报记者 梁婧）

12 月 4 日，云岩区宅吉社区服务中心、宅吉派出所、贵州财经大学联合，在贵州财经大学北校区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演练进校园

活动，学校师生、后勤干部职工 300 余人参加演练。

演练中，火灾报警、疏散与逃生、初期火灾扑救、搜救和医治伤员、控制火情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各小组职责明确，配合默契，

师生们在 3 分钟之内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 � � � 本报通讯员 郭书成 摄

高新区出台意识形态工作问责办法

明确十种应当予以问责的情形

■相关新闻

高新区白云区宣传思想工作会召开

消防安全演练进校园

本报讯 12 月 5 日， 记者

从贵阳供电局获悉，随着该局对

息烽县南山风电场项目进行验

收并顺利送电，南山风电场首批

3 台风机正式投运。

据悉，南山风电场项目位于

息烽县永靖镇和小寨镇交界，工

程装机 48 兆瓦，共布置 24 台单

机容量为 2.0 兆瓦的风力发电

机组，同步建设一座 110 千伏升

压站， 安装一台 50 兆伏安主变

压器， 及场内三回 35 千伏集电

线路。 同时， 该项目新建一回

110 千伏架空线路接入息烽 110

千伏永靖变电站。

按计划，南山风电场年上网

发电量为 8822 万千瓦时， 基本

被本地消纳，年等效满负荷小时

为 1838 小时。 与燃煤电厂相比，

每年可节约标煤 3 万吨，相应每

年可减少多种大气污染物的排

放， 其中仅减排二氧化碳就约

8.07 万吨。 此外，每年还减少相

应的废水排放和温排水，节能减

排效益显著。

据了解， 南山风电场项目投

资 4.5 亿元，主体工程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正式开工建设， 目前

已完成 12 台风机吊装，其中 3 台

风机实现首批并网投运，其余 21

台风机计划今年底前实现投运。

(杨志坚 本报记者 庭静)

息烽南山风电场首批风机投运

本报讯 云岩区、南明区、

观山湖区近期先后公布了一批

违规违法校外培训机构名单。

云岩区公布的违规违法校

外培训机构包括蜘蛛网教育、

智享教育、 人才教育等 61 家，

南明区第一阶段查出的违规违

法校外培训机构有典石外教、

乐童书院、花果园自成才学校、

贵阳七彩课堂等 35 家，观山湖

区公布了希望教育、 华夏教育

辅导中心、思达教育等 65 家违

规违法校外培训机构名单。

今年 8 月， 贵阳市下发通

知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清理整顿

专项行动，各区（市、县）按照

全市的统一安排部署进行全面

摸底排查， 对本辖区内违反有

关规定的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

集中清理整顿。

教育部门提醒广大家长、

学生， 在参加校外培训班学习

时， 一定要选择经教育行政部

门审批的有办学资质的教育机

构，以保证自身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罗海兰）

一批违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公布

本报讯 近日，观山湖区交

通运输局联合贵阳市公安交通

管理局观山湖区分局组织开展

“治超打非” 专项行动。

据悉，此次行动主要针对金

阳客车站周边区域的客运车辆

超员超载、闯红灯、非法营运等

违规违法行为。 行动中，执法人

员分别在金阳北路公交车站、石

林西路公交车站设置盘查卡点，

共暂扣 2 辆违规违法公交车的

道路运输证， 查扣客运车辆 1

台、货运资格证 1 本，分别对以

上违规违法车辆驾驶员处以扣

除驾驶证 6 分的处理。

观山湖区将持续加大整治

打击力度，排查辖区内重要公共

区域道路运输安全隐患，维护区

域内交通运输秩序安全稳定。

（本报记者 蔡婕）

观山湖开展“治超打非” 专项行动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修文

县获悉，洒坪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荣获省人民政府授予的 “全省

先进人民调解组织” 称号。

近年来， 洒坪镇人民调解

委员会紧紧围绕 “纠纷有人

管、矛盾不激化，抓早抓小抓苗

头，及时就地化解” 这一目标，

按照“四落实”“五有”“六统

一” 的标准开展工作， 制定完

善调解工作制度、 信息反馈制

度、学习制度、回访制度、矛盾

纠纷上交制度等各类工作制

度。 同时， 严格落实人民调解

“以案定补” 工作，要求各村调

解委上报卷宗必须附有调解现

场图片， 并逐一电话核实案件

真实性， 确保履行时效内兑现

调解补贴， 真正保障 “以案定

补” 工作机制有效运行， 切实

维护群众利益。

为充分发挥服务体系功

能， 洒坪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还

将各村法律顾问任命为村人民

调解委员会副主任， 让其指导

提升专职人民调解员及村支两

委法律素养， 深入参与各村人

民调解工作， 为村民提供法律

意见， 引导矛盾纠纷进入司法

程序。 （本报记者 杨婷）

修文洒坪镇调解委员会

获“全省先进” 称号

本报讯 12 月 3 日、4 日，

白云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公诉陈某等

12人涉黑一案。

白云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被告人陈某曾因犯强奸罪于

2012 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开始纠集

社会闲散人员杨某浩等人在贵

阳市观山湖区、白云区等地从事

违法活动。 在陈某的组织、领导

下， 该组织逐步在观山湖区、白

云区等多地实施抢劫、 敲诈勒

索、 聚众斗殴等犯罪 48 起，其

中，以微信招嫖为诱饵对被害人

实施抢劫 25 次、 敲诈勒索 11

次，非法聚敛钱财 20 余万元；实

施个人犯罪 5起。

被告人陈某

及其黑社会性质组

织在观山湖区、白

云区范围内以暴力、 威胁手段，

多次有组织的实施违法犯罪活

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百姓，

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

秩序，严重破坏了酒店的经营管

理秩序和周边群众的生活秩序，

社会危害性大。 12名被告人涉嫌

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

非法拘禁罪、开设赌场罪、非法

储存枪支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

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窝赃罪。

庭审中， 公诉机关针对起

诉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了举证

质证，控辩双方展开法庭辩论。

庭审结束后， 法庭宣布将择期

宣判。 （本报记者）

涉嫌犯罪 48起 涉黑团伙受审

白云区法院将择期宣判

云岩《盛苗》登陆

央视《舞蹈世界》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乌当

区了解到， 该区聚焦实体经济招

商引资，成效显著。前 10月，新引

进 64个项目， 总投资达 142.59

亿元。其中，包括现代高效农业项

目 13个， 大健康产业项目 9个，

现代制造业项目 11个，大数据产

业项目 6个，文化旅游项目 5个，

现代服务业 8个,�其他产业项目

14个。 目前，已开工 62个项目，

开工率达 97%。

今年以来， 乌当区强化精

准谋划，主动出击抓招商，围绕

产业链上下游， 深入研究产业

链关键问题， 找准产业链中的

薄弱环节，注重招大引强，梳理

招商需求清单， 开展延链、补

链、 强链精准招商， 瞄准竞争

力、 辐射带动力大的优强企业

和转型升级后的企业， 主动加

强联系，洽谈项目合作。 截至目

前， 乌当区党政主要领导带头

外出招商 18 次， 对接企业 47

家， 围绕产业链招商开展调研

85 次， 组织召开产业招商专题

会议 108 次， 签约项目 23 个。

全区累计开展招商活动 366

次，对接企业 339 家、在谈项目

143 个。

同时， 乌当区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

以“门槛最低、服务最优” 为标

准，全面打造“敬商、安商” 的

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利用外资

和招商引资项目代办服务中

心” 的服务职能。今年以来共帮

助 10 个落地项目协调解决实

际问题 85 项， 累计为 80 家企

业代办事项共计 250 余次，项

目代办咨询共计 185 人次，代

办服务实现零超时、零投诉。

（李盈 本报记者 樊荣）

乌当区聚焦实体经济招商引资

前十月引进项目 64 个

总投资超过 14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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