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

2019年 11月 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版式：龙震宇

贵阳日报融合传播事业部 电话:0851-85829715� E-mail:szywsyb@126.com

2

政务简报

▲11 月 7 日，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向虹翔主持召开市

委常委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征求“两代表一委员”

及基层党员干部代表意见座谈会。 他对大家提出很多有价值、有见

地的意见表示感谢，并表示市委常委会将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

分吸纳、抓好整改。 希望大家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为契机，紧扣主题教育，继续当好“参谋员”“监督员”“引导员” ，

助力贵阳高标准要求、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市委常委、市委组

织部部长滕伟华出席座谈会并对征求意见内容作说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11月 7 日，中共贵阳市委常委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举行。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教

育工委书记兰义彤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赵福全主持会议。 座谈会听取了市属部分高校负责人及师

生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查找差距、整改落实，扎扎实实推进

主题教育。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11 月 7 日，贵阳市 2019 年“恒爱行动———百万家庭亲情一

线牵” 公益活动在观山湖区世纪城社区明珠助老社举行，副市长

魏定梅出席活动并讲话。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为深入贯彻落 实中 央 、

省委、 市委关于在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开

展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发

动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对黄赌

毒和黑恶势力听之任之 、失

职失责甚至包庇纵容、 充当

“保护伞” 问题线索，推动专

项整治深入开展， 贵阳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

公室现公布我市扫黑除恶专

项整治举报信箱 、 电话、邮

箱、网上举报平台。

（一）市扫黑办

举报信箱：

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东路

3 号市委大楼 107 室贵阳市扫

黑除恶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

550081）

举报电话：

0851-85831005（工作日 9：

00 至 17：00）

举报电子邮箱：

gysshceb@sohu.com

����（二）全国扫黑办智能化

举报平台

网 址 ：http://www.12337.

gov.cn

贵阳市公布

扫黑除恶专项整治举报方式

本报讯 11 月 7 日，贵州省

2019 年四季度重大工程项目暨

基础设施“六网会战” 项目集中

开工，贵阳集中开工 30 个项目，

总投资 508.08 亿元，其中“六网

会战” 领域项目 8 个， 总投资

51.98 亿元。

贵阳市集中开工的 30 个项

目， 涉及农林牧渔、 能源原材

料 、制造业 、信息服务 、城市建

设、 社会事业、 经贸流通等行

业。 其中，云岩区有 3 个，总投

资 32.33 亿元；花溪区有 2 个，

总投资 4.87 亿元； 白云区有 6

个 ，总投资 185.89 亿元；清镇

市有 1 个，总投资 3 亿元；修文

县有 1 个，总投资 2.6 亿元；息

烽县有 1 个，总投资 2 亿元；开

阳县有 7 个， 总投资 23.85 亿

元 ； 经开区有 4 个 ， 总 投资

169.42 亿元；综保区有 1 个，总

投资 2 亿元； 双龙航空港经济

区有 3 个，总投资 57.12 亿元；

市直部门有 1 个，总投资 25 亿

元。

此次全省共集中开工 333

个项目， 总投资 2078.45 亿元。

分地区看， 贵阳市集中开工 30

个项目，总投资 508.08 亿元；遵

义市集中开工 30 个项目， 总投

资 136.03 亿元； 六盘水市集中

开工 48 个项目， 总投资 232.21

亿元； 安顺市集中开工 23 个项

目，总投资 83.97 亿元；毕节市

集中开工 36 个项目 ， 总投资

199.39 亿元； 铜仁市集中开工

27 个项目 ， 总投资 174.55 亿

元； 黔东南州集中开工 38 个项

目，总投资 87.82 亿元；黔南州

集中开工 39 个项目 ， 总投资

121.89 亿元； 黔西南州集中开

工 54 个项目，总投资 266.28 亿

元； 贵安新区集中开工 8 个项

目，总投资 268.23 亿元。 开工项

目数排前三位的是黔西南州、六

盘水市、黔南州；投资总量排前

三位的是贵阳市、贵安新区和黔

西南州。

分行业看，全省集中开工林

的牧渔项目有 18 个 ， 总投资

50.35 亿元；能源原材料项目有

50 个， 总投资 142.15 亿元；制

造 业 项 目 有 20 个 ， 总 投 资

115.28 亿元；信息服务项目有 7

个，总投资 119.01 亿元；生态环

保项目有 20 个， 总投资 45.53

亿元； 城市建设项目有 142 个，

总投资 908.47 亿元； 交通运输

项目有 22 个，总投资 447.58 亿

元； 水利项目有 20 个， 总投资

39.28 亿元；社会事业项目有 23

个，总投资 178.62 亿元；经贸流

通项目有 11 个， 总投资 32.18

亿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廖黎明

郑雄增）

贵阳集中开工 30 个重大工程项目暨基础设施“六网会战” 项目

总投资逾 508 亿元

本报讯 11 月 7 日，贵阳市

轨道交通 S1 线一期工程开工建

设，项目总投资 172.52 亿元，线

路全长 30.32 公里，连接贵安新

区与贵阳主城区，最高运行速度

每小时 100 公里，初期配车 20 列

（120 辆）。

据了解， 该项目起于贵安新

区皂角坝站，终至贵阳市望城坡

站， 其中地下线路 22.64 公里，

高架及过渡段 7.68 公里。 项目

共设 13 座车站 （其中地下车站

11 座、 高架车站 2 座）， 含 4 座

换乘车站，设皂角坝车辆段和石

板停车场，在金马中路站及中曹

司站附近设主变电站 2 座。

贵阳———贵安交通路网互联

互通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加

快推动贵阳、 贵安同城化发展，

做大做强黔中经济区核心区的

重要举措；是贵阳、贵安实现同

城化、一体化发展的重大基础性

工作。 该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

引导贵阳市主城区人口和城市

功能向贵安新区疏散，实现贵阳

市主城区与贵安新区的同城化，

吸引人才聚集，促使城市资源发

挥更高的利用率，促进沿线产业

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廖黎明）

贵阳市轨道交通 S1 线一期工程开建

全长 30.32 公里，设 13 座车站

■相关新闻

强化国企党的建设， 补足精

神之钙，筑牢思想基础。

聚焦问题深入调研， 对照初

心深刻检视，全面反思辨明发展

方向，针对问题即知即改、应改

尽改。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 用心用

情助力全省脱贫攻坚。

……

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以来，贵阳市农业

农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市农投集团” ）围

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 总要求，以正视问题的自

觉、刀刃向内的勇气、从严从实

的作风， 从学思践悟中汲取力

量， 扎实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

实， 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融合

发展， 为全省脱贫攻坚事业贡

献力量。

深学细剖 党建领航融合发展

平坝蔬菜基地项目临时党支

部带领党员扎根一线， 克服住

房、饮水等困难，全力推动基地

建设平稳快速推进；长顺蔬菜基

地党员周伟迎难而上，国庆期间

多方协调成功化解西兰花滞销

风险；惠民生鲜超市设置“党员

联系超市” 公示牌，党员承诺听

民意、问民需，确保群众买到更

新鲜、更便宜的生鲜食材……在

市农投集团，这样的事例还有很

多。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是国有企业发展的‘根’

和‘魂’ 。 强‘根’ 固‘魂’ 培育

一流，是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组织

义不容辞的责任。 ” 市农投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冉斌说。 在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中，市农投集团积极引导各

支部建立学习型组织，进一步强

化党性教育， 补足精神之钙，筑

牢思想基础，助力企业实现高质

量融合发展。

学习指导实践， 党建助力发

展。 冉斌告诉记者，工作中，市农

投集团一方面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落实党的领导和完善

公司治理相统一，逐步完善了企

业“党建入章” 和《党委议事规

则》《“三重一大” 议事规则》制

定、修订工作，确保实现党委“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与董事会

“战略管理、 科学决策、 防控风

险” 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不断探

索党建工作创新做法，以党建强

基为保障，不断为集团发展增添

崭新活力。

以市农投集团旗下贵阳三联

乳业有限公司为例，立足长期以

来一线生产经营工作经验，结合

新时代新任务，该公司提出“讲

使命，有初心；讲纪律，有戒心；

讲事业 ，有专心 ；讲品质，有匠

心；讲团队，有齐心” 的“五心”

基层党建创新模式，搭建“支部

+ 生产服务 ”“支部 + 困难帮

扶”“支部 + 精准扶贫” 工作平

台，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

业的领导，将党建工作转化为企

业生产力、竞争力、凝聚力，形成

了党建助推企业发展的良好势

头。

目前， 三联乳业产品在贵州

市场占有率达 30%， 贵阳市场占

有率达 51%，是我省规模最大、实

力最强、技术力量最雄厚、加工

设备最先进、产品质量保障体系

最完善的乳制品生产企业。

“不只是三联乳业，以深入

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市农投集

团上下牢记国有企业的初心和

使命，越来越多的发展内生动力

和创业活力不断被激发出来。 ”

冉斌说。

真检实改 精准谋划产业路径

这段时间， 在望谟县大观镇

60 万羽蛋鸡养殖扶贫项目建设

现场，一期 30 万羽的标准化蛋鸡

养殖场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眼

看着距离年底建成投用的时间

越来越近，不少家住附近的群众

隔三岔五就到养殖场转转：“太

好了，家门口有个这么大的现代

化养殖项目，以后咱们就业增收

有指望了！ 听说下一步还要扩

建。 ”

“蛋鸡养殖项目由市农投集

团实施， 是贵阳市发挥省会担

当结对帮扶望谟县、 助力当地

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 ” 市农投

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王祖

泽说，以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契机，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 群众期待等

多方面因素，经过综合考量，该

项目将由原计划的 30 万羽规

模扩大至 60 万羽，预计明年 10

月全面建成。

30 万羽缘何变成 60 万羽

规模？“结合望谟县帮扶地的诉

求， 之前产业选择导向原本包

括了食用菌和茶叶项目。 ” 王祖

泽说， 但集团深入调研分析后

发现，受所选项目品种 、技术 、

市场前景等具体因素影响 ，原

定的产业选择并不精准。 结合

当地群众的脱贫愿望、 产业发

展的经济效益综合考量， 市农

投集团最终决定调整方向，放

弃食用菌和茶叶项目， 将原计

划 30 万羽的蛋鸡养殖项目规

模扩大至 60 万羽。

就综合效益而言，调整后的

60 万羽蛋鸡养殖项目将产生

100 个固定用工、50 个经常性用

工需求，建设期短，带动就业能

力较强。 项目建成后， 将达到

1.3 万吨的年产量， 实现年综合

产值 1.5 亿元，附近农民还可依

靠土地、务工、分红等实现多重

收益。

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 整改

落实， 望谟县 60 万羽蛋鸡养殖

项目只是市农投集团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的一个缩影。 在开展主题教育

过程中，市农投集团以问题为导

向， 注重把主题教育与服务民

生、助力脱贫攻坚和做大做强国

有企业深度融合，始终坚持边查

边改，确保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接下来， 聚焦检视出来的

问题，我们还将在抢占价值链制

高点布局产业、多方考虑集团内

部产业协同实现 ‘一盘棋’ 发

展、和大专院校等单位合作补足

技术短板等方面发力，加快推动

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 ” 王祖泽

说。

用心解难 全力助推脱贫攻坚

11 月 1 日早上七点半，把孩

子送到学校，长顺县广顺镇来远

村村民周兴莲准时到离家很近

的贵阳市农副产品蔬菜保供基

地上班了。 从西兰花采摘，到分

拣，再到打包，整个流程她都显

得非常专业和熟练。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农业工

人， 经过技术员培训才能上岗。

在这里上班每月工资能有 2500

元， 再加上家里 20 多亩土地流

转分红， 一年收入有近四五万

元。 ” 说到工作，周兴莲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和周兴莲一样， 家住广顺镇

南湖馨苑小区的易地扶贫搬迁

贫困户寇堂亮也在蔬菜基地上

班，专门负责开小型拖拉机平整

土地。 “家里有六口人，上有老、

下有小，老人身体又不好，出远

门实在不放心。 现在我在基地上

班，每天固定收入有 150 元左右，

加班还另算。 ” 寇堂亮说，“只要

自己勤快点，在基地还可以学习

专业的种植技术，以后一定会越

来越好。 ”

“蔬菜基地是贵阳市帮扶长

顺县脱贫攻坚的重要载体，一期

占地面积 2580 亩，总体包含露天

高标准种植示范区、 分拣加工

区、 中以高标准农业示范区、科

研中心‘三区一中心’ ，旨在打

造高标准蔬菜示范区，带动贫困

农户增收， 实现产业精准扶贫，

推动乡村振兴。 ” 长顺县贵阳市

农副产品蔬菜保供基地负责人

周伟说，目前，基地种植有西兰

花、红油菜心、南瓜、红叶莴笋等

主要品种，平均每天带动七八十

人就业。

让困难家庭充满欢声笑语，

打赢脱贫攻坚战，等不起也慢不

得。 作为贵阳市强化省会担当做

好对口帮扶的重要抓手，市农投

集团确定了“建基地带动贫困户

脱贫， 建市场带动农业产业发

展， 确保市场农产品稳定供给”

的“两建两带一确保” 的产业扶

贫思路，积极以贵阳大市场带动

全省大扶贫。

围绕 “公司 + 合作社 + 农

户” ， 探索出生猪养殖“19518”

模式、蔬菜种植“三权共享、六红

带动” 模式、望谟郊纳跨区域异

地“三变” 模式、长顺蔬菜水果

种植“同心共建” 模式等多种利

益链接机制， 转变农民身份，增

加群众收入……

据介绍，目前，市农投集团

实施的产业帮扶项目总投资约

136 亿元， 撬动、 粘合了社会资

本约 101 亿元与贵阳农投合作，

共同助推农业一、二、三产业发

展， 为脱贫攻坚作出了积极贡

献。 预计到 2020 年，市农投集团

投资的产业将在全省带动农户

9 万余人增收 6 亿元以上，带动

贫困户 3.2 万余人增收 2.8 亿

元以上。

黄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秋月

党建强基领航融合发展 勇担使命助力脱贫攻坚

—————市农投集团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全省新闻战线的同志们：

在全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之际，我

们迎来了第二十个中国记者

节。 在这个特殊而光荣的日子

里， 谨向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祝贺！ 向为贵州新

闻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老新闻

工作者和长期关心支持贵州新

闻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时代赋予使命， 使命呼唤

担当。 一年来， 全省新闻战线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

思想工作、 新闻舆论工作的重

要论述，按照中央和省委工作

部署，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这条工作主线，牢牢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牢记使命

任务， 聚焦全省大事喜事要

事， 创新开展融合传播， 持续

唱响贵州好声音，凝聚贵州发

展正能量，为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特

别是精心组织开展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多彩贵州

发展成就巡礼”“推动农村产

业革命向纵深发展”“秋后坝

区传捷报”“易地扶贫搬迁的

贵州奇迹”“脱贫攻坚战场上

的精神丰碑” 等重大主题宣

传， 系统做好 2019 年全国两

会、 省两会、 数博会等重要会

议报道，全方位、深层次报道

全省干部群众大力培育和弘扬

新时代贵州精神，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决战脱贫攻坚、决

胜同步小康的生动实践。 广大

新闻 工作 者不 断锤 炼 “四

力” ， 深入开展系列蹲点调研

采访报道，推出了一大批有思

想、 有温度、 有品质的新闻作

品， 用自己的热情、 勤奋、敬

业，展现了贵州新闻战线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实

践证明， 我省广大新闻工作者

是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

严、作风正、能战斗的队伍。

当前， 贵州正处于决战脱

贫攻坚、 决胜同步小康的关键

阶段。 全省新闻战线要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政

治坚定的新闻工作者； 坚持正

确舆论导向， 做引领时代的新

闻工作者；坚持正确新闻指向，

做业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坚

持正确工作取向， 做作风优良

的新闻工作者。 要勇于承担光

荣使命，更加自觉地增强“四

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

做到“两个维护” ，更好地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排

头兵作用， 把各地各部门决战

脱贫攻坚、 决胜同步小康的生

动实践及时挖掘出来， 把全省

干部群众苦干实干的动人精神

报道出来，为开创百姓富、生态

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提供强有

力的舆论支持。

祝同志们节日愉快， 工作

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

贵州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贵州省新闻学会

2019年 11月 7日

致贵州省广大新闻工作者

的慰问信

本报讯 在第二十个中国记

者节来临之际，11 月 7 日上午，由

贵州省委宣传部、省记协主办，多

彩贵州网承办的贵州省新闻界庆

祝第二十个中国记者节暨第十五

期竹梅月坛在贵阳举行。

此次活动主题为 “心中有信

念 肩上有担当” 。 活动现场，优

秀新闻工作者代表分享了他们的

“新闻故事” 。 大家纷纷表示，将

一如既往地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

向，牢记使命任务，聚焦全省大事

喜事要事，创新开展融合传播，持

续唱响贵州好声音， 凝聚贵州发

展正能量，为开创百姓富、生态美

的多彩贵州新未来提供强有力的

舆论支持。

一年来， 全省新闻战线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新

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 按照中

央和省委工作部署， 紧紧围绕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条工作

主线，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为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

舆论氛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慧超）

贵州省新闻界

庆祝第二十个记者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

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全市党

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纷

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坚定信心，

保持定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把全会精神落实到行动上、贯彻

到工作中， 为实现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清镇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曾

庆强说，全会专门研究了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问题，这关系到党

和国家长治久安及人民幸福安

康。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

他将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努力提

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工作能力。

同时，将把全会精神与具体工作

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到基层组织

建设、 同步小康驻村等工作中

去，为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促进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法治力量保

障。 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摆在十分重

要的位置，作为政法工作队伍的

一员，我深感重任在肩，” 息烽县

委政法委副书记徐天国表示，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把学习全

会精神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的

强大动力，把全会精神贯穿到社

会治理工作和政法工作全过程

各方面。“具体工作中，我们将强

化社会治安防控立体化体系建

设，深入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措施，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水

平，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

开阳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杨

雄刚认为，要贯彻落实好全会精

神，以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干部

队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体制机

制为重点，提升“党建引领、干部

推动、人才促进” 的发展势能，确

保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

的作风、更加扎实的举措、更高

质量的工作，推动各项决策部署

落地落实，真正把制度的生命力

转化为发展的强劲动力。

修文县猕猴桃局副局长黄亚

欣说，将推进修文县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 发展高效猕猴桃产业。

抓好培训， 落实好政策扶持，做

好宣传，加强金融支持，确保全

面完成产业结构调整任务。

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综合处

处长王伦醌说：“服务好辖区企

业是我们的工作中心，我们将始

终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履职尽

责，为企业办实事、解难事，扎实

有效开展孵化服务、双创升级等

各项工作。 ”

贵阳综保区政务服务中心办

公室副主任虞佳表示，将认真学

习全会精神，把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到实际工作当中，认真落实中

央、省、市深化“放管服” 改革的

相关部署和要求，着力“减时间、

降成本、缩流程、优服务” 。同时，

将全力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建

设，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优良的

营商环境。

李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李春明 杨婷 黄菊 李雯文

李春明 梁靖

把全会精神落实到行动上贯彻到工作中

———全市党员干部热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