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针对生态环境部

第 6 督查组入驻贵阳开展饮用

水源地专项督查工作交办的 3

个环境问题，我市正全力开展核

查整改工作。这是记者近日从市

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获悉的。

经核查，位于红枫湖二级保

护区范围内的清镇市发恒木器

厂处于生产状态， 并有喷漆作

业；紧邻红枫湖的清镇电厂塘关

灰场， 现贮存粉煤灰 1500 万立

方米，以上情况属实；督查组交

办的息烽县槽沟水库二级保护

区存在养殖场， 建有化粪池，存

栏猪 120 头。

对于督查组交办的 3 个环

境问题， 我市督促各属地政府

和相关部门制定方案， 明确整

改措施和责任人， 全力以赴推

进整改， 确保交办问题整改落

实到位。 针对红枫湖二级保护

区内存在清镇市发恒木器厂问

题， 我市已责令其停产并吊销

工商营业执照， 将于月底前对

生产设备进行拆除清理。 对于

红枫湖二级保护区内塘关灰场

存在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的问

题， 目前已完成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和安全影响评价报告，市

两湖一库管理局正结合两个报

告拟定闭库的具体措施。 息烽

县已对枧槽沟水库二级保护区

内养殖场进行再次核定， 正在

制定取缔工作方案。

（本报记者 张晨）

我市全力整改生态环境部督查组

交办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

为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确保我市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落到实处， 贵阳市决定

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落实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监督举报

活动， 广泛发动公众参与监督

举报环境保护方面问题。 现就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举报内容

（一）中央环保督察组交

办贵阳市的反馈问题及信访投

诉案件整改落实情况；

（二）省委省政府环保督

察发现的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情

况；（详情请登录贵阳市人民

政 府官 网 <http://www.gy-

gov.gov.cn>）

（三）其他环境保护方面

问题。

二、举报范围

贵阳市辖区范围

三、举报时间

2018 年 7 月 13 日 至

2018 年 10 月 13 日， 工作日：

上午 9：00—12:00， 下午 14:

00—17:00。

四、举报方式

（一）受理举报电话：

0851—86829676、0851—

86500323、0851—86827020、

0851—86839140

����24 小时举报热线：12369

����（二）电子邮箱：gyshbd-

cb@�163.com

����（三）来信来函：贵阳市青

云路 304 号贵阳市环保督察整

改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邮 编 ：

550002

����五、受理处置

针对公众投诉举报问题，

贵阳市环保督察整改领导小

组 办 公 室 会 将 进 行 受 理 登

记，认真调查核实。 对排查出

的环保问题，逐一建立台账 ，

制定整治方案， 全面推进整

治工作。

贵阳市环保督察整改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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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中央和国家机

关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

治机关， 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

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

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希望中央和

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 带头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深入学习贯

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上作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建

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的模范机关。

习近平要求， 中央和国家机

关工委要强化统一领导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工作的政治担当，指

导督促部委党组（党委）认真履

行机关党建主体责任， 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形成强大合力，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举措落地见

效， 开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

设和各项事业新局面。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

设推进会 12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丁薛祥

在会上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并讲话。

会议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

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 牢固树立 “四个意

识” ，带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折不扣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做好

“三个表率” ，建设“模范机关” 。

要彰显政治统领， 坚持问题导向，

融入业务工作， 健全制度机制，严

格责任落实，把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的政治建设抓细抓实抓出成效。 会

议还对做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期

间思想政治工作等作出安排部署。

会上，8个部委党组（党委）负

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12 个单位

进行书面交流。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

单位机关党委书记、常务（专职）

副书记和机关纪委书记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本报讯 截至 7 月 10 日，贵

阳 市 黔 籍 人 才 库 人 才 总 量 达

40688 人， 其中今年新增入库人

才 2016 人。这是记者昨日从市人

才服务中心 （市人力资源市场）

获悉的。

贵阳市黔籍人才库是按照省

委省政府对 “黔归人才计划” 的

安排部署，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

定， 于 2013 年 6 月依托贵阳国

际人才城官方网站嵌入建设的。

自建立以来， 贵阳市黔籍人才库

通过开发人才信息库系统软件、

举办贵州学子座谈会、 搭建人才

信息联系点、 发布黔籍人才入库

邀请等方式， 邀请各类黔籍人才

加入人才库，支持家乡建设，来筑

创新创业，共享发展成果。

据统计， 截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贵阳市黔籍人才库人才总

量达 40688 人。 其中，黔籍经营

管理人才 3084 人，占 7.6%；黔籍

企业家 132 人，占 0.3%；黔籍专

家学者 1092 人，占 2.7%；黔籍优

秀人才 15414 人，占 37.9%；黔籍

学子 20348 人，占 50%；其他人

才 618 人，占 1.5%。 据悉，入库人

才中大部分为 “985”“211” 院

校或国外著名高校黔籍优秀学子

或在国内外各行业工作的黔籍优

秀人才 ， 共有博士 893 人，占

2.2%；硕士 3215 人，占 7.9%；本

科 36185 人，占 88.9%；专科及以

下 395 人，占 1%。

（本报记者 章婧）

贵阳市黔籍人才库人才总量超四万人

今年新增入库人才 2016 人

本报讯 7 月 11 日至

12 日，市委中心组举行学习

会。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赵德

明在学习会上强调， 要坚定

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切实增强使

命感责任感， 以实干体现新

担当新作为， 创造经得起检

验的新时代业绩。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忠，市

政协主席王保建， 市委副书

记李岳德， 市委常委作了发

言， 围绕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建党 97 周年、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 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 2018 年年会、省

委十二届三次全会、 市委十

届四次全会等， 联系工作实

际，交流学习体会。 大家一致

认为， 要不断汲取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力量， 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以实干实绩体

现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书

写好贵阳发展新篇章。 市人

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

关领导同志参加学习。

赵德明指出， 党的十九

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 这一重大政

治论断赋予党的历史使命、

理论遵循、 目标任务以新的

时代内涵， 也对全体党员干

部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

提出了明确要求。 面对新发

展形势， 全市党员干部要增

强新担当新作为的使命感责

任感， 深刻把握这是使命的

必然、政治的必然、问题的必

然、担当的必然。 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感

恩奋进， 谱写新时代贵阳发

展新篇章。

赵德明强调， 要准确领

会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强化执行落实， 以实干体现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始终

坚持“一以贯之” ，坚定践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大力实施“双千工

程”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 继续抓实

“三大战略行动” ，推进大扶

贫大生态大数据后发赶超；

打好脱贫攻坚“四场硬仗” ，

向脱贫攻坚发起总攻， 确保

夺取全胜 ； 推动 “四个强

化” 、做实“四个融合” ，抢占

“数字经济” 发展制高点；用

好用活“五步工作法” ，引领

广大干部科学高效工作；把

握聚合“八要素” ，开辟农村

产业重大革命新天地。 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 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 狠抓产业发展布

局、实施大招商行动计划，促

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在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作表

率、走前列、做贡献。

赵德明要求， 全市广大

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涵养高远思想境界、勇挑

历史重担， 做对党忠诚的坚

定者、秉公用权的践行者、脚

踏实地的实干者、 攻坚克难

的奋进者、 廉洁自律的坚守

者， 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新时

代业绩。

赵德明强调， 市级领导

班子成员和各级各部门 “一

把手” 要切实发挥示范表率

作用， 带头履职尽责、 不当

“二传手” ， 带头担当作为、

敢啃“硬骨头” ，带头承担责

任、不当“太平官” 。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学习。

（本报记者 李定林）

赵德明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

以新担当新作为

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新时代业绩

陈晏李忠王保建李岳德等发言

加强党的领导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胜

———六论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市委十届四次全会强调，

越是发起总攻、夺取全胜的关

键时刻， 越是要加强党的领

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干

部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切实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为夺取脱贫攻坚战全

胜提供坚强保障。

加强党对脱贫攻坚的领

导， 核心是强化工作机制、层

层落实责任。切实加强党的领

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

保障， 才能为脱贫攻坚掌好

舵、领好航。 各级党政一把手

作为第一责任人，必须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亲自核查。党委

专职副书记要聚精会神抓脱

贫攻坚， 常委一班人以及人

大、政府、政协班子成员，都要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找准位置，

掌握情况，担当作为。 各部门

要强化脱贫攻坚主战场意识，

建立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强化

资源要素支撑和政策制度供

给，形成工作合力。

加强党对脱贫攻坚的领

导， 关键要建强基层战斗堡

垒。 大力开展贫困村、低收入

村党组织整治提升工作，把扫

黑除恶和探索加强基层党组

织建设结合起来，持续整顿贫

困村、低收入村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进一步完善选派第一

书记工作长效机制，让最会打

硬仗、最能打胜仗的精锐部队

和优秀干部充实到脱贫攻坚

一线。要关心爱护各级扶贫干

部，帮助他们解决好工作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让他们消除后

顾之忧，放开手脚在脱贫攻坚

主战场实干苦干、建功立业。

加强党对脱贫攻坚的领

导， 必须严格督查考核问责。

要逐级立下军令状，一级一级

把责任落到实处，同时用最严

格的考核督查问责，让制度有

刚性、问责有力度，从而形成

敢于担当、 狠抓落实的氛围。

要建立完善脱贫攻坚调度、督

查等机制，对各项任务进行盘

点梳理、列表打钩，倒排工期，

一盯到底， 强化督促检查，狠

抓工作落实。 对表现优秀、做

出成绩的干部要给予表彰鼓

励和提拔重用， 对未完成任

务、不能胜任的干部要及时约

谈、坚决撤换，对落实不力、不

严不实的或者搞“数字脱贫”

“虚假脱贫” 的要严肃追责。

加强党对脱贫攻坚的领

导， 务必构建好大扶贫格局。

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脱

贫攻坚的积极性，加快形成政

府、市场、社会互为支撑，专项

扶贫、 行业扶贫、 社会扶贫

“三位一体” 的大扶贫工作格

局。 运用好新时代农民讲习

所、职业教育、农技推广等多

种形式加强宣传引导、教育培

训， 进一步凝聚攻坚共识、激

发战斗力， 营造发起总攻、夺

取全胜的浓厚氛围。

为全省夺取脱贫攻坚战

全胜作出省会贡献，这是一言

九鼎的承诺书，也是没有退路

的攻坚战。让我们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以“但愿苍生俱温饱，不辞辛

苦入山林” 的责任感，“事不

避难、义不逃责” 的使命感和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紧

迫感，实干苦干、久久为功，为

发起总攻、夺取全胜作出新的

更大省会贡献！

“吃” 进去的是垃圾，“吐” 出

来的是清洁能源。 作为贵阳市首

个环保发电项目， 花溪城市生活

垃圾综合处理工程自去年底投产

以来，每天对花溪区、经开区及南

明区部分片区、 贵安新区部分片

区的垃圾进行无害化、 减量化和

资源化处理，截至目前，入炉焚烧

垃圾 9.5 万吨，发电 4352.46 万千

瓦时， 其烟气排放等指标优于国

标，部分超过欧盟标准。

图为工作人员在检查设备。

本报记者 石照昌 摄

垃圾发电

变废为宝

贵阳市初步建立四位一体

“扫黄打非” 主体责任体系

下半年将开展督导检查和交叉检查，工作推进不

力区市县将被约谈

第十一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

7月 25 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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