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0 日，云岩区中华社区在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借助辖区

“两代表一委员之家” 平台，开展“中秋·情暖意” 慰问活动，为环

卫工人送去 100 余盒中秋月饼，感谢环卫工人为城市环境付出的辛

勤劳动。 胡浪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秋月 文 / 图

本报讯 截至 9 月 10 日，清

镇市月饼市场专项检查已经抽样

检查 53 批次， 其中首期抽样的

21 批次月饼全部合格，第二次抽

检的 32 批次月饼目前正在检测

中，检验结果将在中秋节前公示。

7月 29日以来， 清镇市市场

监管局组织检查组， 联合贵州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服务中心，

先后到月饼生产企业、 超市及月

饼经营户销售点， 按照 “检管结

合”的要求，对月饼经营户的食品

经营资质和落实索证索票制度情

况、贮存情况、明码标价情况，以

及月饼生产小作坊的 “三防” 设

施、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环节、从

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进行专项检查。

检查组共检查月饼生产企

业 4 家、小作坊 7 家、月饼经营

户 20 余家。 “月饼市场专项检

查将持续到 9 月 20 日。 ” 清镇

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说，相

关部门将加大检查力度，确保市

民吃上放心月饼。

（杨厚信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帅弋）

清镇市开展月饼市场专项检查

首批抽检月饼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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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0 日， 贵阳综

合保税区（阿里巴巴）外贸综合

服务平台上线， 这是全省首个数

字化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

今年以来， 贵阳综保区积极

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内陆

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 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机

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围绕“一

品一业、百业富贵” 发展愿景，积

极探索跨境电商出口新模式，在

市商务局、 贵阳海关等部门的指

导帮助下，依托阿里巴巴（贵州）

跨境电商服务中心， 打造了贵阳

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该平台致力于帮助辖区外贸企业

开拓国际市场、 在国际市场上打

响“贵州品牌” ，为跨境电商企业

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解决其在业

务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为提升我省出口商品竞争力、

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助力。

贵阳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

务平台以数字化沉淀及监控为保

障，以供应链整体服务为依托，以

人才培育孵化为促进， 以商业发

展为目的，拟打造实现信息互通、

商机共享、产业抱团、数据留存的

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 平台可

提供跨境电商信息交互、 跨境电

商人才培育、 跨境电商业务在线

追踪、数字跨境电商供应链、人才

匹配、 企业零风险垫退税等功能

和服务， 帮助外贸相关企业解决

在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

“比如，一些企业想发展跨境

电商、国际贸易业务，但存在对跨

境电商流程不熟悉、 竞争力弱等

问题， 这个平台就可以为企业提

供帮助和服务。 我们也希望通过

这个平台， 及时准确地向企业宣

传政府关于扶持跨境电商发展的

政策，为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 阿

里巴巴贵州区域负责人赵周亮

说， 平台还可

以在帮助贵州

产品销往全球

的过程中， 对外贸数据进行沉淀

和积累，助力贵州、贵阳跨境电商

发展。

会上还举行了贵州良源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入驻阿里巴巴国

际站品牌出海项目签约仪式，助

力贵州省著名品牌 “贵州龙” 产

品出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本报讯 近日，位于修文县久

长镇的久长永兴工业园新能源产

业基地配套设施项目，已进入平场

施工阶段。

该项目占地 2850 亩。 今年 5

月，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由贵

阳城发集团作为实施主体，进行项

目土地一级开发各项工作。 一期开

发 1307亩，城发集团先期进行 900

亩的平场施工， 拟于 9 月 20 日前

完成施工。 另外，将于 9月底完成

1.7 公里长的电力设施项目施工，

并开启第二阶段约 400 亩的平场

施工，预计进场时间为 10月底。

据悉， 第一阶段 900 亩的平

场施工涉及土石方量为 240 万

方，目前已完成 200 万方。

图为工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文

郭然 / 图）

本报讯 9 月 10 日， 云岩

区 2019 年“质量开放日” 活动

暨“质量提升” 座谈会在贵州益

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举行，贵阳

市制药、印刷、检验检测等行业

企业代表， 云岩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及相关职能部门代表等

70 余人组成观摩团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由贵阳市市场监管

局、云岩区市场监管局联合主办，

旨在通过现场观摩与交流， 在全

社会树立“质量第一” 的强烈意

识，传播质量文化，推广应用科学

质量管理方法，推动质量提升，助

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活动中，观摩

团现场参观了益佰制药企业文化

展厅和生产车间， 详细了解了企

业成长之路和企业科学质量管理

方法， 感受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

的品牌经济效益。 随后的座谈会

上，围绕“质量提升” 主题，相关

部门负责人和企业代表进行了交

流发言， 共同探讨新形势下的高

质量发展之道。

近年来，作为省会城市中心

城区，云岩区把“质量强区” 和

“名牌战略” 作为转方式、调结

构的重要战略举措，着力提升产

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环

境质量、经济运行质量，加快推

动企业自主创新， 引导企业走

“以质取胜” 和名牌发展道路。

目前，云岩辖区已有 5 家企业分

别获得省长质量奖、省长质量奖

提名奖、 市长质量奖，4 家企业

的 6 个商标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称号，2 家企业获评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2 家企业获评省级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秋月）

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让“贵州品牌” 走出去

全省首个数字化跨境电商

综合服务平台在贵阳综保区上线

修文县久长永兴工业园———

新能源产业基地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云岩区举行 2019 年“质量开放日” 活动

传播质量文化 助力高质量发展

花溪区———

青少年革命传统文化

教育基地在青岩挂牌

本报讯 9 月 9 日，花溪区

青少年革命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在青岩古镇邓颖超母亲曾居地

挂牌。 来自市区关工委、区委组

织部、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游

局、区教育局、青岩镇等部门的

代表及青岩小学师生近 300 人

参加活动。

青岩古镇始建于公元 1378

年，素有贵阳“南大门” 之称。

1935 年 4 月 8 日至 11 日， 红军

长征时， 主力部队曾途经花溪，

足迹遍及当地 50 多个村寨，并

进入青岩古镇，在城内向群众开

展抗日宣传。

在当天的活动中，与会者一

同参观了教育基地，共同追忆邓

颖超母亲及其他革命家属暂居

青岩时的生活场景，以及红军长

征路过花溪时的经历，更加深切

地感受到革命先烈的爱国主义

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花溪区青少年革命传统文

化教育基地的挂牌，有助于整合

青岩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助力青

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革

命历史文化，重温先辈的红色革

命印记，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爱

党爱国爱家的情怀和意识，进一

步加强新时代文化自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