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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遗失贵州华联商

厦有限责任公司在中

国工商银行贵阳市云

岩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为 ：

J7010000343401， 特

此声明作废。

贵州华联商厦有限

责 任 公 司

2019 年 1 月 11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遗失贵州深海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在贵

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铁运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为 ：

J7010006784902， 特

此声明作废。

贵州深海环保工程

有 限 公 司

2019 年 1 月 11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遗失贵州合辙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在贵

阳银行兆丰支行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7010004828002， 特

此声明作废。

贵州合辙汽车贸易

有 限 公 司

2019 年 1 月 10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遗失贵州凯锐

捷贸易有限公司在

贵阳农业银行花香

村分理处的开户许

可证， 核准号为：

J7010007748601， 特

此声明作废。

贵 州 凯 锐 捷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2019 年 1 月 10 日

遗失贵州关爱

痛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在贵州花溪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学城支行

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 ：J7010019073501，

特此声明作废。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贵州关爱痛风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9年 1 月 11 日

遗失贵州关爱痛风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贵

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学城支行

转账支票二十张，票号：

3140522001461305、

3140522001461306、

3140522001461308—

3140522001461325，特此

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贵州关爱痛风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9年 1 月 11 日

遗失贵州关爱

痛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在贵州花溪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学城支行

开户的财务章，备案

号 ：5297010601313，

法人章 （叶开琼），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贵州关爱痛风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9年 1 月 11 日

本报讯 近日，高新区规划

建设局联合区不动产登记站、区

地税分局，抽调专人入驻高新区

房产交易大厅， 房产交易备案、

契税缴纳等相关业务实现 “一

窗式受理” 。

据了解，为全面优化房产交

易备案和不动产登记工作，让群

众少跑路，区规划建设局将推进

“一窗式受理” 作为落实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 “放管服” 改

革、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等重大

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多次与区

不动产登记站、区地税分局研究

相关工作细节，决定各自抽调专

人入驻高新区房产交易大厅，开

启“一窗办” 服务。 群众只需在

一个柜台即可完成房产交易备

案、契税缴纳、不动产登记等相

关业务，避免了办事群众多个窗

口排队的问题， 优化了办事流

程，切实为群众办理房产交易业

务提供便利。

此外，2019 年内，高新区行

政审批将实现 25 项 “一窗办”

服务。即把申请事项所涉及的证

照和部门进行打包，在窗口一次

性办结，真正实现“一网一门一

次” 的目标，让企业和群众办事

从“只进一扇门” 到“只到一个

窗” 。

（本报记者 王丹丹）

本报讯 为推进营商环境治

理工作， 近日， 记者从清镇市获

悉，清镇市相关部门组成工作组，

开展 “依法保障和服务民营企

业” 专项活动。

据了解， 此次活动将深入 10

余家具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进行

走访座谈， 广泛征求民营企业遇

到的困难与问题， 了解企业的法

律服务需求， 为下一步有针对性

地开展法律服务工作打下基础。

活动中， 工作组组建了以律

师为主体，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 人民调解员等共同参与

的综合性、专业性法律服务团队，

通过与企业管理人员及部分职工

代表座谈， 及时了解民营企业生

产经营和依法治理情况， 在帮助

民营企业完善治理机制、 防范法

律风险、激励科技创新、保护知识

产权、 化解矛盾纠纷

等方面提出了专业的

法律意见建议。

下一步， 清镇市

将继续鼓励企业加强内外部环境

治理，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充分注

重知识产权保护， 提高市场竞争

力。 同时，还将结合营商环境专项

治理、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切实为

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法治保

障，促进民营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本报记者 龙润秋）

高新区房产业务实现“一窗办”

涉及房产交易备案、契税缴纳、不动产登记等相关业务

清镇市开展“依法保障和服务民营企业” 专项活动

本报讯 日前，白云区都新

社区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举行了新时代市民讲习所

专题讲习，旨在提升党员干部思

想认识，凝聚共识。

当天的讲习活动传达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会党员干

部还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参与讨

论。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做

好各项工作的宝贵精神财富、强

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社

区广大干部群众将牢记嘱托、感

恩奋进，自觉践行“两个维护” ，

坚定不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推动社区各项工作再上新

台阶。

下一步，都新社区将邀请专

家领导到社区讲习所，开展更多

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讲习活

动，确保讲习工作扎实有效。

（本报记者 金毛毛）

又讯 近日，白云区牛场乡

围绕传达学习市委十届五次全

会精神，举行了新时代农民讲习

所专题讲习，全乡机关党支部党

员参加。

讲习中，讲习员重点对《中

共贵阳市委关于大力实施高水平

对外开放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决定》《在市委十届五次全

会上关于市委常委会的工作报

告》等此次市委全会文件精神进

行专题讲解； 鼓励全乡党员干部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对贵

州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决

胜脱贫攻坚； 全乡要围绕市委十

届五次全会精神，以党建引领，结

合实际，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

生态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坚定

不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厚植生

态文明优势、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持续保障改善民生。

（本报记者 梁婧）

本报讯 1月 8 日， 高新区

举行 2018 年度重点实验室、孵

化器及科普示范基地集中授牌

仪式，为该区 10 家实验室试点

培育单位、3 家孵化器及 7 家科

普示范基地进行授牌。

据了解，此次集中评选出一

批重点实验室、孵化器及科普示

范基地，旨在加快聚集创新资源

及发展要素，构建以高校和科研

院所为重点的高质量知识创新

体系、以科技型企业为主体的高

水平技术创新体系、以科技成果

转化基地及服务体系为关键的

高层次成果转化体系，为高新区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

入选重点实验室的 10 家

实验室试点培育单位分别是

贵州翰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

司 、 贵州循道科技有限公司 、

贵州威客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

顺康路桥咨询有限公司 、贵州

振华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研究

有限公司 、贵州链安必信信息

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省质

安交通工程监控检测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贵阳伯克利大数

据研究院、贵州健安德科技有

限公司 、贵州金域医学检验中

心有限公司 ；入选重点孵化器

的 3 家孵化器分别是贵州晶阳

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澳

科技创新园” 、 贵州高质云检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高质云检

孵化器 ” 、 贵州赢客科技创业

发展有限公司 “赢客工场 ” ；

入选重点科普示范基地的 7 家

科普示范基地分别是中国西

部众创园·链世界 、 国家大数

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产业生

态示范基地、国家城市道路交

通装备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贵州分中心、 高新区音乐文

化传播中心 、 中国西部众创

园·书虫空间 、 太阳湖滨河公

园、大数据创客公园。

当天，高新区还为获批 2018

年度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中

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

院 有限 公 司 政 策 兑 现 500 万

元。 （本报记者 王丹丹）

白云区都新社区、牛场乡———

开展“冬季充电” 大讲习

本报讯 1 月 10 日，白云区

沙文镇蒙台村举行蒙台村生态

农业专业合作社 2018 年度社员

分红大会，该村 85 户社员（包含

全村低收入困难户 19 户） 领到

“三香蒙台” 项目分红金 1800

元，较去年增长 260%。

据了解， 蒙台村位于白云

区沙文镇北部， 耕地面积约为

1200 亩，全村 3 个村民组，有村

民 220 余户， 其中全村共有 19

户低收入困难户。 近年来，蒙台

村党支部注重强化支部的服务

能力、发展能力和核心作用，创

新 “党支部 + 合作社 + 基地 +

党员 + 农户” 模式， 深入推进

“三变” 改革，以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为契机， 利用不宜种植蔬

菜的土地， 种植经济实用性果

树 ，发展香葱 、香菇 、香菜“三

香 ” 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带

领村民致富。 截至目前，该村香

菇基地自产菌棒 10 万余个，香

葱种植 500 亩，香菜

种植 100 亩。

下一步，蒙台村

将继续发挥好生态

资源优势， 引入专业技术公司，

发展现代观光农业和农产品深

加工，打造“三香 +N” 一体化旅

游业。

（陈娟 本报记者 梁婧）

白云区蒙台村———

“三变” 改革见成效 村民喜领“分红金”

高新区授牌一批重点实验室、孵化器及科普示范基地

本报讯 春节即将来临，观

山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召

开会议部署，将采取强化日常检

查、 开展保健食品百日行动、组

织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专项

行动、加强重点领域专项行动四

项措施，确保春节期间全区食品

流通安全。

据了解，根据会议安排，观山

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在近期内

通过检查、抽检等方式，切实做好

全区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确保春节期间辖区食品安全。

在保健食品百日行动中，该

局要求各分局从会议营销、 展会

销售、市场流通等方面深入排查，

坚决查处保健食品虚假宣传等违

法行为。 在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

理专项行动中， 将针对农村地区

生产企业、流通经营主体，加大现

场检查和监督抽检力度， 严厉打

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

行为。 在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行动

中，将对食品经营户、大型商场超

市连锁店、 农贸市场等重点领域

的食用农产品、 食用油、 粮油制

品、奶制品、酒类、食品添加剂等

重点品种进行重点监管， 确保消

除食品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项措施保障食品流通安全

开阳县：食品安全知识进村入户

1 月 9 日，开阳县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县农业局、县公安局等多个部门前往南龙乡开展食品安全知识进村入户宣传活动。

据悉，活动以“人人关心食品安全·家家享受健康生活” 为主题，旨在提升农村消费者质量安全意识、消费维权意识和识假辨假

能力，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和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识别能力，切实维护农村群众健康和合法权益。

图为志愿者向群众讲解食品安全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李春明 摄

本报讯 近日， 记者从南明

区棚改办获悉，2018 年， 该区棚

户区改造任务已全部完成，改造

户数 11000 余户。

据了解，去年，该区有省级棚

改项目 11 个，改造目标任务数为

1725 户， 包括贵州文化广场河滨

地块棚改项目、 省冶金研究所及

周边地块棚改项目、 啤酒厂周边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等。 截至

目前， 已完成省级项目改造签约

2690 户，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该区市级棚户区改造项目任

务数为 11034 户，涉及项目 18 个

（含省级项目）， 计划改造面积

1720900 平方米， 包括贵州文化

广场河滨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

省冶金研究所及周边地块棚户

区改造项目、啤酒厂周边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01 号地块）等

项目。 截至目前，全区已启动 18

个项目的征收签约工作，共完成

签约 11034 户。

（吴莎莎 本报记者 尹香力）

去年，南明区———

超额完成省市棚户区改造任务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乌当

区获悉，2018 年， 该区全面强化

大气污染防治，多措并举进行综

合整治， 切实提高空气质量，保

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去年，乌当区运用“五步工

作法” ， 推进实施为期三个月的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整治行动，整

治行动以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

题为重点；同时，着力优化区域

产业结构，紧盯重点区域、重点

行业、 重点设备

企业监管和巡查

力度 ，严防“散

乱污” 企业死灰

复燃；并从源头入手、摸清底数，

重点实施和开展建筑工地和主

次干道扬尘治理力度，查处无防

尘设施、 汽车尾气黑烟排放，加

大辖区内夜市、餐饮业、露天焚

烧油烟排放治理和查处力度，确

保辖区空气质量稳步提升。

此外，该区大力开展燃煤污

染整治， 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制定空气质量工作方案等。

（本报记者 樊荣）

乌当区多措并举

强化大气污染防治

■相关新闻

本报讯 1 月 7 日， 云岩区

中天社区在中天北京小学举行打

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省级示

范点” 绘画作品颁奖典礼。

据了解， 为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送进学校、班级、课堂，中

天社区联合中天北京小学开展了

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省级

示范点” 绘画征集大赛，围绕中

国梦、我的家园和 24 字核心价值

观等内容进行原创作品创作，以

画笔描绘祖国的美好河山， 以色

彩妆点孩童时候的梦想， 激发青

少年儿童的爱国情怀， 为中天社

区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

范点” 注入更多元素。

经过评比，共有 36 名小学生

的绘画作品获奖， 评出一等奖 9

名，二等奖 9 名和三等奖 18 名，

中天社区对获奖的作品进行了

表扬和表彰。 接下来，中天社区

将把获奖的优秀作品放在“中天

社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省级

示范点” 文化长廊上进行展示，

营造出健康、文明、和谐的社区

氛围。

（本报记者 樊荣）

云岩区中天社区———

绘画作品颁奖典礼举行

（上接 1 版）

以破解实有人口服务管

理难题为重点，打好“实有人

口服务管理” 持久战，在市公

安局云岩分局试点建设贵阳

市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平台，紧

紧抓住地址信息和公民身份

号码两个根本，整合信息采集

力量、 改变信息采集方式、拓

宽信息采集渠道，将管理服务

渠道由“面对面” 拓展到“键

对键” ，用“信息在网上跑”

替代了 “民警在路上跑” ，通

过数据的融合应用，实现数据

监督数据、 数据核准数据、数

据产生数据的目的，从源头上

保证了实有人口信息采集的

完整性、准确性、鲜活性，进一

步夯实了公安基层基础工作。

以实现体系化打击为目

标，利用“人机交互” 方式建

立高发类案模块，充分运用大

数据在线分析、流计算等运算

模式，变“人力情报” 为“数据

情报” 。情报主导侦查、指导破

案的作用率大幅上升，真正实

现了“鼠标破案、键盘破案” ，

侦查破案智能化、 专业化、规

模化、体系化真正得到落地。

……

打击违法犯罪没有终点，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也在日益增长，公安战线上的

“马金涛” 们将始终坚持“在

路上” ，努力为全市经济社会

的发展、公平共享创新型中心

城市的打造、建设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汤利

本报讯 近日， 记者从花

溪区获悉， 为促进区域质量整

体提升， 花溪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

心， 不断加大质量工作统筹协

调，全力推进产品、服务、工程

等质量建设。 2018 年， 花溪区

31 项质量量化考核指标，均达

到目标值。

据悉，近年来，花溪区市场

监管局加大了辖区工业生产企

业监管力度，对强制性认证及工

业生产许可证企业实施从严监

管到深入企业指导标准执行、名

牌申报、 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对

建材、 电器类等要求较高的企

业，实施定期监督检查。 去年，该

区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

率达到 98％。

（本报记者 詹燕）

花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加大监管力度

促进质量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