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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遗失云岩区中心

片区项目推进指挥部轨

道 2 号线征收五组在中

国光大银行贵阳云岩支

行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为：L7010000390401，

账 号 为 ：

51720188000207032， 特

此声明作废。

云岩区中心片区项目

推进指挥部轨道 2 号

线 征 收 五 组

2019 年 8 月 13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遗失贵州超爱玩科

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

机场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为 ：

J7010026811301， 账 号

为 ：

2402018209200025270，

特此声明作废。

贵 州 超 爱 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019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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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单位有关设立登记事项已经核准， 现予公

告。（第 168号）

* 云岩区水东社区服务中心 *�公告事项

法定代表人：董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103MB1E69926R

遗失贵州济世本

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在贵阳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瑞南支行的开户

许可证， 核准号为：

J7010004426702，账号

为 ：

10310120030001575，

特此声明作废。

贵州济世本草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8 月 14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本报讯 8 月 13 日，记者从

息烽县自然资源局获悉，自今年

4月份起， 息烽县以各乡镇政府

为主体，发动群众参与地质灾害

防治，开展汛前排查、汛期巡查、

汛后核查，引导群众提供地质灾

害隐患线索。 全县 2019 年地质

灾害隐患点共排查出 45 处，目

前，各隐患点情况稳定，无异常

情况。

为完善地质灾害监测网，息

烽县积极抓好人网配置， 按照 1

个点两个人的配置， 对 45 处地

质灾害隐患点实行专人定点监

测，并记好台账。 同时，抓好技网

配置，建立“群众报灾、部门查

灾、专家核灾” 工作机制，对其他

区域进行常态化监测，目前已争

取到上级支持， 获批 47 套滑坡

预警伸缩仪监测设备、48 套一线

监测人员装备，对地质灾害隐患

进行科学监测。 在强化自动化监

测方面，息烽县不断完善自动化

监测体系，在西山镇黄草坝滑坡

点安装自动化监测仪器，小寨坝

镇二屯岩崩塌点自动化监测仪

器也正在安装中。

在宣传预防方面，息烽县充

分利用“4·22” 地球日、“5·12”

防灾减灾日、 安全生产月、“6·

25” 土地日等活动，开展地质灾

害防治宣传和教育，共发放宣传

资料 9000 余份， 向地质灾害隐

患点周边群众发放灾情险情明

白卡 375 份。 组织开展全省地质

灾害防治群测群防员技能大比

拼、地质灾害应急演练等，进一

步增强干部群众防御地质灾害

的意识。 目前，已在小寨坝镇、温

泉镇等 7 个乡镇 34 个地质灾害

隐患点开展应急演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婷）

织牢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安全网

息烽县排查出 45处隐患点

本报讯 8 月 12 日，云岩区

首批建立的 23 个 “消费维权服

务站” 全部集中投入使用，接受

群众的监督、投诉和咨询，进一

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云岩区把消费维权服务站

作为消费维权体系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 通过在辖区行业协

会、 商会、 各大中小型企业、超

市、景区建立基层服务站，充分

发挥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职

责，拓宽投诉受理渠道，推动消

费争议快速解决，力争把消费纠

纷解决在基层、 化解在源头，营

造和谐健康的消费环境。

云岩区首批建立的 23 个

消费维权服务站分布在辖区各

地，涉及物业公司 、大型超市 、

餐饮企业、 装饰企业、 百货公

司、公园景区等经营主体，具有

消费者比较集中、 消费条件比

较完善、有一定经营规模、能较

好处理消费纠纷等基本特点。

按照云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

一要求， 所有消费维权服务站

均具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 ，

一块标识标志牌， 一名以上专

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 一块宣

传栏，一部相对固定电话，一台

可以登录互联网的计算机，一

本受理和处理消费者投诉的登

记簿， 一套受理和处理消费者

投诉的工作制度。

消费维权服务站除建立消

费纠纷和解与消费侵权赔偿等

制度外，还须向本单位职工宣传

有关消费维权的法律法规，解答

消费者有关咨询，受理和处理消

费者投诉，定期汇总、报送和消

费者诉求情况，有针对性地整改

消费者投诉集中的问题，以消费

者满意为落脚点，营造“天天都

是 3·15” 的良好社会氛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秋月）

拓宽投诉受理渠道 推动消费争议快速解决

云岩区 23 个消费维权

服务站全部投入使用

本报讯 8 月 12 日， 记者

从白云区获悉，该区充分发挥区

属平台公司资源优势，以优化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为抓手，推动对

口帮扶长顺县白云山镇工作，助

推该镇精品苗木产业基地项目

落地见效。

在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中，白

云区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八要

素” 为切入点，立足白云山镇发

展实际，在产业选择、培训农民、

技术服务、资金筹措、组织方式、

产销对接、利益联接、基层党建

上下功夫。 其中，白云区蓬莱城

乡公司多次深入扶贫现场摸底

调研，细化扶贫目标，找准白云

山镇精准脱贫路径，依托白云区

苗木需求市场 ， 将平台公司的

资金 、技术 、管理 、市场等优势

与白 云山 镇 资 源 优 势 紧 密 衔

接， 建设白云山镇精品苗木示

范基地项目。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白云区

还将以城乡“三变” 改革为抓手，

通过“白云区平台公司 + 白云区

苗木销售平台 + 项目公司 + 长顺

县白云山镇平台公司 + 基地 + 农

户（贫困户）” 的运营管理模式，

共同组建项目公司， 专门负责白

云山镇苗木产业运营管理， 打造

供销一体的白云山镇苗木产业，

实现“大白云” 市场带动“小白

云” 发展。

截至 目前 ，

该项目已流转土

地 507.28 亩 ，支

付流转土地租金 32 万元，已完成

苗木基地项目规划方案、 可研编

制、项目基础设施施工图、预算等

工作。 预计对口帮扶的白云山镇

500 亩精品苗木示范基地将于

2020 年初建成，将示范引领周边

村 集体 及 困 难 群 众 发 展 苗 木

1000 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白云区推动对口帮扶长顺县白云山镇工作

500亩精品苗木示范基地预计明年初建成

▲近日，白云区税务局

组织党员干部走进大山洞

社区慰问辖区退役军人家

庭，并开展减税降费优惠政

策宣传活动，力促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辖区退役军人及

其家属等 70 余人参加活

动。 （梁婧）

▲近日，双龙航空港经

济区龙洞社区、见龙社区在

御景新城小区举办 “小手

拉大手 环保我先行” 垃圾

分类宣传活动。 社区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通过播放垃

圾分类宣传片等，提升居民

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度，帮助

居民掌握垃圾分类的标准

和方法。 （许发顺）

8 月 13 日，南明公安分

局以“警娃进警营，融聚亲

子情” 为主题开展了警营亲

子体验活动， 邀请民警子女

走进巡特警大队， 以现场观

摩、亲身体验、互动交流等形

式， 让他们零距离感受父母

的日常工作与训练情况，进

一步增进民警家属 （子女）

对公安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图为参加活动的小朋友用

彩弹枪进行射击体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 文

通讯员 赵松 / 图

警娃进警营

看看父母都忙啥

本报讯 8 月 13 日，由贵

阳市花溪区信访局、花溪区网

格化服务管理指挥调度中心

主办的“网格员优秀案例 ” 演

讲比赛决赛在花溪区行政中

心举行。

本次比赛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社区小网格心系大民

生” 为主题。 经过初赛激烈角

逐，最终有 17 名网格员进入决

赛。 全市各区（市、县）网格中

心工作人员、 各社区网格员代

表等到现场观看了比赛。

决赛现场， 网格员们结合

实际工作， 通过一个个真实鲜

活的感人故事， 生动展现了新

时代网格员为民服务的初心和

敢于担当的勇气，表达了“不忘

初心跟党走 ”“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的坚定信念。

最终，来自金竹社区的代进

国获得一等奖；来自清溪社区的

韦小莲和来自阳光社区的王仕

萍获得二等奖；来自清浦社区的

陈媛英、 来自瑞华社区的袁玉

红、来自黔江社区的周大荣获得

三等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欣健）

花溪区———

举办“网格员优秀案例”

演讲比赛

▲近日，南明区开展联

合执法行动， 由南明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牵头， 联合

市场监管、交警、运管等部

门， 对贵阳火车站周边的

市容秩序、环境卫生、交通

秩序、 经营秩序等进行综

合整治。 （袁娟）

本报讯 记者从白云区获

悉， 该区扎实推进为民办十件实

事项目，完成白云区“城乡公交

一体化改造” 公交车辆更新项

目，52 辆新能源纯电公交车于

本月初上线运营， 为城市节能

减排、 改善市民交通出行条件

助力。

为改善群众交通出行条件 ，

构建绿色低碳环保公交客运服

务保障体系，今年年初，白云区

将完成“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

公交车辆更新项目作为为民办

十件实事项目， 采购了 52 辆新

能源纯电公交车。

52 辆新能源纯电公交车均

安装有便捷支付系统， 结束了

白云公交不能扫码支付或与贵

阳市城市公交卡互不通用的历

史。 公交管理调度员可以依托

车载 GPS 等设备对车辆进行定

位，并从后台获取刷卡等数据，

根据系统数据分析各线路 、站

点的刷卡情况， 并结合刷卡情

况反应出的群众出行需求对车

辆作出适当的调整和调度 ，适

时保障运力。

目前，新增的 52 辆新能源纯

电公交车投放于白云 1 路、2 路、

3 路等 10 条线路，覆盖了整个白

云主城区。 新能源公交车的上线

营运，替代了车龄长、能耗高、性

能差的柴油公交车， 能耗降低了

约 30%。 为保障新能源纯电公交

车的日常运行， 白云区对现有公

交场站的充电桩进行了完善。 为

更加方便群众出行， 白云区结合

实际， 对白云 4 路、19 路公交线

路进行优化整合， 延伸到俊发城

小区， 并拟于近期开通覆盖新客

站、云城尚品、贵阳欢乐世界、泉

湖公园等地的公交线路， 提升绿

色公交覆盖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推进为民办十件实事项目

白云区新上线52辆新能源公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