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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1 日， 南明区

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贯彻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部署近期

安全生产工作， 通报省委巡视组

巡视南明区近期相关工作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书

记朱丽霞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朱刚，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陈云贵，区政协主席罗俊以及区

四大班子其他领导出席。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

组织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 始终做到和党同心同向；不

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着力提

高党的建设质量；突出新时代好干

部标准， 努力打造高素质干部队

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各项决策部署，把坚守正确

政治方向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的重中之重，把坚持党的政治领导

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本质要

求，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作为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把坚持

站稳人民立场作为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的政治根基，坚定不移推进党

的政治建设。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向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8 年

年会发来贺信， 深刻阐释了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为我们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注

入了强大动力。 全区上下要深刻

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

意义， 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

护的领导， 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 坚定不移实施大生态

战略行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谱

写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南明篇章， 不辜负总书记的殷

切期望。

会议强调， 安全生产事关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改革发

展， 要紧绷安全弦， 做到警钟长

鸣，防患于未然。 全区上下要提高

认识，高度重视，吸取教训，开展

排查，加强防范，加大协调、形成

合力， 保证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不

出问题；要压实责任，齐抓共管，

层层压实责任，狠抓问题整改，狠

抓事故预防，狠抓责任落实，坚决

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突出重点，

做实工作， 区安委会牵头落实工

作， 全区各领域各部门落实监管

责任， 以最严的措施整治安全隐

患。

会议要求，要认真配合省委第

一巡视组巡视南明区工作。全区上

下必须高度重视， 提高政治站位，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巡

视组的要求上来，以高度负责的精

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自觉接受巡

视监督。 必须坚决服从，自觉接受

和主动支持省委巡视组的巡视监

督，严格按照巡视组确定的工作任

务和工作计划，积极主动配合做好

会议筹备、个别谈话、调阅资料、组

织座谈、下沉调研、信访接待等工

作，确保巡视组提出的各项要求不

折不扣落实到位。 必须遵守纪律，

全方位做好资料准备，实事求是汇

报情况，客观公正反映问题，诚实

诚信接受巡视，畅通巡视组同干部

群众的联系渠道，确保巡视组充分

了解真实情况。要正确认识和看待

巡视工作发现的问题，对巡视组反

馈的情况，要边接受巡视边整改落

实， 待巡视组交办问题清单后，要

认真对照清单， 明确分解任务，确

保立行立改。

（本报通讯员 廖燕娟）

本报讯 7 月 11 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 南明区委书记朱

丽霞率队再次对全区黑臭水体治

理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调研。 区委

副书记、区长朱刚等参加调研。

当天，朱丽霞一行先后查看

了贵棉大沟沟口改造、河滨污水

处理厂建设、太慈大沟裸露沟体

盖板绿化等项目施工现场。

据了解，为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关于南明河“除臭变

清” 的工作要求，南明区迅速启

动辖区南明河流域贵棉大沟、市

东大沟、太慈大沟、虹桥大沟、花

果园大沟、阳河大沟、中东大沟、

团坡大沟、次南大沟 9 条大沟的

沟口改造工作，确保每一条沟口

都接入排污沟，并对 9 条大沟的

明敞段进行加盖处理，在盖板上

方种植绿植和花草，进行美观绿

化。 同时，南明区还规划新建太

慈、河滨、贵棉、贵钢 4 个再生水

处理厂，以减轻南明河截污大沟

的负荷量，有效解决南明河的水

污染问题。

朱丽霞在调研中指出， 良好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全区上下要充分认识做好黑臭水

体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引，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

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咬定目

标任务，聚焦突出问题，加快施工

进度， 坚决打好黑臭水体治理攻

坚战，切实提高水环境质量，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

生态环境的需要。

朱丽霞要求，要严格按照市

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扛起

责任、主动担当作为，全面推进

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确保不折不

扣完成水环境治理工作任务。要

严格落实“河长制” ，强化区域

内水污染防治，确保辖区地表水

水质稳中向好。要继续开展地毯

式排查， 切实做到不漏一处，并

做好整治工作，尽早全面消除城

区黑臭水体。 要加大协调力度，

尽快解决好污水处理厂建设的

各种困难和问题，为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提供坚强保障。要切实做

好群众工作，积极宣传发动群众

共同参与到裸露沟体盖板绿化

等工作中， 让居民 “不做旁观

者，要做参与者” ，形成共建共

治共享的良好态势。要系统谋划

宣传工作，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引

导作用，深入广泛宣传全区黑臭

水体治理工作的举措、 效果等，

营造全社会共同理解、 关心、支

持黑臭水体治理的良好氛围。

（本报通讯员 瞿娇）

南明区——

消除城市黑臭水体

让市民共享生态福利

本报讯 “昨天，社区工作

人员带着工人来勘察现场， 丈量

了排污沟的尺寸， 说是等着拆除

完沟边的围墙后， 就可以加盖排

污沟盖板了， 困扰我们多时的难

题很快就能解决了！ ” 7 月 11 日，

在南明区解放路 206 号院落，居

住于此 30 多年的李泽茂老人说

起小区黑臭污水治理情况时，高

兴之情溢于言表。

原来，解放路 206 号院落属老

旧小区， 且地处地势低洼地带，而

解放路片区的排污沟横穿该院落，

一到暴雨天气，排水不畅导致污水

漫出， 常常倒灌进一楼住户家中，

加之小区周边围墙垮塌，压断盖板

导致排污沟裸露，沟里污水臭味四

溢，居民们苦不堪言。 经排查了解

情况后，南明区将其作为黑臭水体

问题进行重点治理， 实地勘察、制

定方案、进场施工……该处黑臭污

水整治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中，不久后，该院落排污沟裸露、污

水横流倒灌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像李泽茂这样， 切身诉求得

到党委、政府及时回应的，还有家

住河滨社区金地小区建筑巷 35

号的居民杨霞。 “我所住楼栋后

的排污沟由于被隔壁邻居修墙堵

住， 污水不能正常排出， 常常积

水、 臭气熏天， 以前窗户都不敢

开。 前几天社区安排工人进行疏

通整改， 如今臭味没有了， 感觉

呼吸都顺畅了不少！ ” 说起屋后

的一滩黑臭污水， 杨霞深有感触

地说道。

“黑臭水体，不仅污染生态环

境、损害城市形象，更影响市民生

活品质，必须坚决治理到位。 ” 区

农水局局长陈文莉说，为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对优良环境、美好生活的

向往， 南明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

统一部署要求，按照“控源截污、

内源治理、疏浚活水、生态修复”

的治理思路，多措并举、科学施策，

全面打响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

战。经过对黑臭水体排查结果的分

析研判，南明区制定了近期和远期

治理工作目标： 对其中 14 处因市

政管网破损等原因造成的黑臭水

体问题， 在三个月内整改完成，目

前，正抓紧施工中；对其余 10 处因

管理权限及体量巨大等原因，无法

在短期内整改到位的黑臭水体，积

极申请上级部门协调解决。

（本报通讯员 吴莎莎）

南明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12 日上午 9 时，记者来到

位于南明河沿岸的贵棉大沟排

污口处，看到 20 余名工作人员

正在实施沟口改造工作。

“目前，沟口改造工作已

经完成总工程量的 30%， 工程

预计将在 7 月底完工。 ” 贵棉

大沟沟口改造项目负责人杨辉

说道。

今年以来， 南明区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以改善生态环境为抓手， 全面

推进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向

黑臭水体全面“宣战” 。

联动推进

找出九条“问题” 大沟

“今年年初，居委会全员

出动， 用半个月的时间对辖区

内存在的黑臭水体， 以及居民

对黑臭水体的意见和建议进行

收集和梳理， 并进行了集中上

报。 ” 兴关社区尚义路居委会

主任龚建凤在接受采访时说

道。

龚建凤说， 由于贵棉大沟

有一段明敞段位于辖区内，天

热时大沟散发的异味会对居民

的生活造成困扰。此次，居委会

挨家挨户对居民的意见和建议

进行收集， 尽全力将第一手资

料汇集到上级部门。

在中东大沟治理项目现

场， 搭建了一个可容纳十几人

的帐篷。 中东大沟治理项目负

责人称，南明区主要领导、相关

局委负责人、 行业专家都是这

儿的“常客” ，不管刮风下雨，

还是艳阳高照， 他们经常来此

“打卡” ，一线指挥、一线协调、

一线督导。

经过认真收集和科学排

查，最终，贵棉大沟、花果园大

沟、次南大沟、太慈大沟、中东大

沟、阳河大沟、市东大沟、团坡大

沟、虹桥大沟九条大沟被列为南

明区此次治理的重点对象。

内外兼修

既增“内涵” 又提“颜值”

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 南明区咬定目

标任务，聚焦突出问题，加快施

工进度，切实提高水环境质量，

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经过科学谋划， 南明区制

定出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近期

和远期策略。 “在近期策略中，

我们将完成大沟的沟内清淤、沟

口改造、明敞段加盖、再生水厂

建设等工作。 远期，到 2030 年，

结合城市建设及旧城改造、海绵

城市建设等工作，进行雨污分流

改造。 ”南明区住建局负责黑臭

水体改造项目的负责人罗骁说，

近期，沟内清淤和明敞段加盖工

作已经基本完成，沟口改造工作

已全面启动，太慈、河滨、贵棉、

贵钢四个再生水厂建设工作也

在全面推进中。

“9 条大沟的沟口改造，可

以确保每一条沟口都接入排污

沟。同时，工程还会对 9 条大沟

的明敞段进行加盖处理， 并在

盖板上方种植绿植和花草，进

行美观绿化。 ” 罗骁说，改造工

程结束后， 不仅能改善生态环

境，还将起到美化城市的效果。

对症下药

治理工作成效初显

记者在贵棉大沟明敞段看

到， 一栋搭建在大沟明敞段旁

的建筑正在被拆除。 “这次大

沟治理真的是动真格， 治理得

很彻底。 ” 家住尚义路的居民

唐翔说，明敞段没有加盖以前，

一到夏天， 就有异味不时飘上

来； 现在加盖以后， 异味没有

了， 市民们觉得生活环境突然

好了很多。

“以后，我们推开窗，看到

的不再是一条大沟，而是一个绿

色的小花园。政府真的为我们做

了一件大好事！ ”唐翔说道。

与唐翔一样， 居住在贵阳

棉纺厂宿舍的居民张槐茂也有

同样的感受。

“以前，尤其在夏天，周围

的居民时不时都会闻到大沟散

发出来的异味。 ” 站在贵棉大

沟浙江商城段附近，张槐茂说，

今年 3 月， 大沟进行了两次清

淤。清淤结束后，大沟暴露部分

开始施工，施工结束后，大沟的

异味基本消失了。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是一

项复杂工程， 一方面污染物的

来源多，涉及的管理部门复杂；

另一方面， 治理从截污到疏浚

再到水质提升，环节很多，需要

雷厉风行。 ” 罗骁说，下一步，

南明区将按照 “一处一策” 的

思路，科学治污，并以整治黑臭

水体为抓手， 倒逼城市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将

南明区建成碧水蓝天、 森林环

绕、绿树成荫、四季有花的美丽

城区。 本报记者 尹香力

治理九条大沟 造福一方百姓

———南明区实施黑臭水体整治工程侧记

图为工人在尚义路段贵棉大沟明敞段施工作业。 本报通讯员 赵松 摄

区政府常务会强调

落实市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

确保扶贫攻坚工作取得实效

本报讯 7 月 12 日， 笔者

从南明区安委办获悉，该区在全

区各行业领域中遴选出 11 家试

点企业作为“双控” 体系示范生

产经营单位，全面推进安全生产

“双控” 体系建设工作。

据悉，11 家试点企业包括

中石化贵阳油库、贵阳南明秦海

储运有限公司、贵阳华利美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特种涂料厂、贵州

创业水务有限公司小河污水处

理厂、贵州烟叶复烤有限责任公

司贵阳复烤厂、沃尔玛深国投百

货公司贵阳分公司筑城广场店、

贵阳恒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中

建四局一公司 （恒丰贵阳中心

项目）、贵航喜来登酒店、宏立

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亨特国

际购物中心。

工作中， 各试点企业将接

受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各乡、社

区的共同监督， 积极推进风险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性机制建设工作，运用“互联网

+” 手段对生产经营单位 “双

控” 体系运行情况实施动态、精

准监管， 为全区全面推进 “双

控” 体系建设累积经验。区安委

办将加强督导考核， 认真总结

试点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

并推广应用， 对试点工作开展

不力、流于形式的，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本报通讯员 瞿娇）

区安委办——

全面推进安全生产

“双控” 体系建设

本报讯 7 月 10 日至 7 月

13 日，南明区征兵办组织辖区

应征适龄青年到区人武部体检

站体检。

据了解， 在今年夏秋季征

兵体检工作中， 南明区为确保

兵员质量，按照“封闭式体检”

要求严格执行， 并由纪律监察

等部门全程跟踪监督， 从源头

上严把征兵体检关， 确保为部

队输送合格的兵员。

在 7 月 11 日的体检现场，

来自遵义社区和云关乡的 70

余名应征入伍青年接受了内外

科、五官科、血压测量等项目体

检。 截至目前，南明区已有 900

余名适龄青年通过 “全国征兵

网” 应征报名并参加体检。

图为应征青年在检测血压。

（本报通讯员 赵松 文 / 图）

全区征兵工作进入体检阶段

本报讯 7 月 10 日， 南明

区政府召开常务会，传达学习市

委十届四次全会以及市政府党

组（扩大）会、区委常委（扩大）

会等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市

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明确重点

任务，全面压实责任、发起总攻，

快速全力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扶

贫攻坚战再战再胜、连战连捷。

区委副书记、 区长朱刚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区政府系统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全面学习

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 按照

“聚焦一个目标、 统筹两大战

场、坚持三个注重、打好四场硬

仗、抓好五个专项治理” 的部署

要求，明确重点任务，全面压实

责、发起总攻、夺取全胜。 要围

绕工作目标， 按照市政府重点

任务责任分解情况， 厘清全区

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确保市委

全会精神在南明落细落小落

实。 要优化工作方法，精准把握

“七个基本路径”“八个关键细

节” ，注重“六个紧密结合” ，迅

速全力推进各项工作， 确保扶

贫攻坚战再战再胜、连战连捷。

会议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

深刻认识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重大意义， 按照 “政府统

筹、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

参与” 的原则，坚决完成黑臭水

体整治任务。 要全面排查，确保

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不漏

一处。 要扎实整治，按照“一点

一策” 原则，对疑似黑臭水体和

污染水源地， 因地制宜制定并

落实整治措施， 全面消除黑臭

水体。 要及时督查，及时通报督

查情况， 对督查中发现的突出

问题坚决予以整改。

（本报通讯员 袁娟）

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

南明区开展房产中介专项检查行动

六家房产机构被要求限期整改

本报讯 7 月 10 日， 南明

区委政法委（区综治办）牵头

联合区住建、 公安、 市场监管

局、区流管办、后巢乡等相关部

门， 在山水黔城小区开展房产

中介专项检查暨规范住房租赁

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行动中，执法人员围绕“房

产中介是否亮照经营、 在醒目

位置标明房地产经纪服务项

目、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规范

房屋租赁工作台账、 将流动人

口租赁信息在公安机关登记备

案、 有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

明” 等 10 项内容，对山水黔城

小区里的 10 家房地产经纪机

构进行专项检查， 对发现未备

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 （含分支

机构、门店）进行造册登记，现

场依法依规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书，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

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证件手续

不全的房产经纪机构勒令停业

整改。

经检查 ，中腾地产、铭原

鑫地产、聚成地产等 6 家房地

产经纪机构存在无证照经营

和未取得房地产经纪机构备

案证明的行为， 住建部门、市

场监管部门当场依法依规对

6 家房地产经纪机构下达责

令整改通知书， 限期进行整

改，逾期不改 ，将对其依法进

行查处。

截至目前， 南明区已在辖

区开展 4 次房产中介专项检查

暨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专项

行动，对 15 家房地产经纪机构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责令限

期整改， 有效维护了房地产市

场和房屋租赁市场秩序。

（本报通讯员 韩圣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