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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科技部公布

《2017 年度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考核评价结果的通知》， 贵阳

国家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被评选

为国家级优秀科技企业孵化器。

据悉， 贵阳国家高新区创业服务

中心已连续五年获国家级优秀科

技企业孵化器称号。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以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 培养高新技术企业

和企业家为宗旨的科技创业服务

机构， 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

核心内容， 目前我国共有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 988 家。 此次参

与评价的 988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中，139 家孵化器被评为

优秀 （A 类），414 家孵化器被评

为良好 （B 类），405 家孵化器被

评为合格（C 类），30 家孵化器被

评为不合格（D 类）。

近年来， 贵阳国家高新区大

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成为

贵州省弘扬创业精神、 传播创新

文化的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建成

各种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等

双创载体 50 家， 孵化面积达 248

万平方米。 其中，建成 22 万平方

米的中国西部众创园， 建成色谱

创客空间、火炬青年互助社区、联

合智造等 5 个国家级众创空间，

建成 27 个孵化器和 1 个企业加

速器， 累计孵化企业 1800 余家，

在孵企业近 1400 家，孵化毕业企

业 300 余家， 成功孵化了朗玛信

息、东方世纪、汇通华城、力创科

技、 航宇科技等一大批高成长性

科技企业。

同时，围绕“引领大数据技

术创新， 加快大数据产业聚集，

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示范区” 的

目标定位，通过大力建设国家双

创示范基地，奋力打造双创升级

版 ， 构 建 了 “苗 圃———孵 化

器———加速器———产业园” 完整

创业孵化及产业培育链条，打造

了“一带一路” 产业园、世界大

学科技园，引进了毕马威等一批

全球知名国际化服务机构，建立

贵阳高新(硅谷)孵化器、贵阳高

新(莫斯科)创新中心等境外孵

化器。

在此次考核评价工作中，通

过网上填报、专家评审、统计计算

等程序， 贵阳国家高新区创业服

务中心获国家级优秀科技企业孵

化器称号。

贵阳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 今后将大力发展好实体经

济和数字经济， 奋力实现技术创

新领先、产业领先、经济和社会发

展领先、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打造

引领全市乃至全省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引擎。

（本报记者 王丹丹）

本报讯 近日， 贵州省大数

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

于 2018 年数字治理数字民生省

级典型示范项目评选结果的通

知》，白云区“大数据 + 大诚信”

工程建设项目获评 2018 年数字

治理省级典型示范项目， 在全省

16 个入选项目中排名第一。

此次评选活动旨在巩固和运

用全省政府数据“聚通用” 攻坚

会战成果，充分挖掘大数据政用、

民用价值，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

服务民生水平。 活动前期共收到

来自精准扶贫、交通、旅游、医疗、

工商等多个领域申报项目， 经前

期征集、项目遴选、专家初评，最

终确定 34 个项目进入专家评审

环节。 最终，包括白云区“大数据

+ 大诚信” 工程建设项目在内的

16 个项目获评 2018 年数字治理

省级典型示范项目， 贵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智能服务项目在内的

10 个项目获评 2018 年数字民生

省级典型示范项目。

作为全省个人诚信体系建设

试点区， 白云区从 2014 年起就积

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与大数据融

合发展工作，2016 年以 “诚信天

下” 白云信用云平台建设为核心，

白云区“大数据 + 大诚信” 工程正

式启动。 项目以信用数据 “聚通

用” 为着力点，通过“建平台、聚

信息、评信用、用数据、惠民生、强

治理” ，探索构建政府规制中的个

人、企业、政务“三位一体” 信用工

具。项目已建成一库（公共信用信

息数据库）、三平台（个人、企业、

政务综合信用信息管理平台）、二

中心（信用数据交换中心、块数据

指挥中心）、N 系统（数据轨迹、数

据分析、 联合激励与惩戒等 12 大

系统）等总体构架。

同时，项目建成“诚信天下”

手机 APP、 诚信一卡通诚信商家

服务终端等大数据应用终端，推

出了 “信易 + 教育”“信易 + 医

疗”“信易 + 税易贷”“信易 + 金

融”“信易 + 政务服务” 等八大

信用惠民“信易 +” 应用场景，建

立了 600 余家信用惠民示范店。

白云区星级诚信居民通过“诚信

天下” 手机 APP 等终端，可享受

到多项优惠政策，以“信用惠民”

提升守信居民获得感。

项目启动建设以来， 已建立

白云区个人电子信用档案 18.8

万余个、 企业信用档案近 2.7 万

个、政务信用档案 197 个，通过信

用数据轨迹、信用数据共享、社会

主体信用画像以及信用评价结果

运用， 初步实现了信用信息数据

“聚通用” ，有效促进白云信用大

数据对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 今

年 9 月，白云区“大数据 + 大诚

信” 工程白云信用平台和网站还

获得“2018 年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和信用门户网站一体化建设

特色化平台网站” 称号。

下一步， 白云区将以 “大数

据 + 大诚信” 示范项目为引导，

继续推进数据融通和业务协同，

深化以示范项目为基础的大数据

应用，提升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和

服务民生的能力和水平。

（本报记者 梁婧）

白云区“大数据 + 大诚信” 工程建设项目

获评 2018 年数字治理省级典型示范项目

在全省 16 个入选项目中排名第一

高新区出台实施办法

加强微型企业后续深度扶持

本报讯 日前，高新区出台

《进一步加强微型企业后续深度

扶持工作实施办法》， 扶持微企

发展。

据了解， 为切实解决过去

部分微型企业后续深度扶持资

金使用效率不高等“痛点” ，落

实贵阳市“3 个 20 万” 微型企

业配套扶持政策， 高新区出台

该《办法》。根据《办法》，针对

辖区通过扶持评审获得扶持资

格的微型企业，从项目及内容、

申报审核程序、 监督管理等方

面，通过完善内容、增加使用项

目、 取消原每个项目资金使用

限额、调整付款等方式，扩大后

续深度扶持资

金 使 用 覆 盖

面， 努力实现

“成熟一户扶

持一户 ” 、“扶持一户存活一

户” 、“存活一户成长一户” 的

目标。

为提高扶持惠企政策措施

的知晓率 ， 高新区通过扶持

政策宣讲会 、QQ 、 电话等方

式不断加大扶持政策宣传力

度，同时 ，对前来咨询的微企

提供耐心细致的解答 ， 帮助

微企在政策范围内更加高效

更加便捷地申请使用后续扶

持资金 。

目前， 已有 20 余户微型企

业申报后续深度扶持资金，申请

资金达 40 余万元。

（本报记者 王丹丹）

贵阳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连续五年

获国家级优秀科技企业孵化器称号

本报讯 近日，乌当区开展

首个公益林宣传活动，切实加强

和规范国家级公益林保护和管

理。

开展此次宣传活动,旨在宣

传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重

大意义和相关政策法规，把森林

资源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宣传到

户，使广大群众了解公益林补偿

政策，促进相关工作开展。

活动当天，工作人员发放宣

传资料 1500 余份、环保袋 500 余

个， 并现场解答老百姓的疑问，

让老百姓知晓相关政策。 下一

步，乌当区将通过推进森林经营

方案的编制和实施，将国家级公

益林经营方向、经营模式、经营

措施以及相关政策落实到山头

地块和经营主体，严格保护国家

级公益林。 （本报记者 樊荣）

乌当区开展首个

公益林宣传活动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白云

区获悉， 该区全力推进 2018 年

农村“组组通” 公路建设，截至

目前， 已完成路基 97.466 公

里， 完成路面 72.492 公里，预

计 11 月底前全面完工。

2018 年白云区 “组组通”

公路项目共计 56 条 118.655 公

里， 包括艳山红镇 8 条 11.497

公里， 麦架镇 12 条 23.664 公

里，沙文镇 11 条 27.616 公里，

牛场乡 19 条 36.974 公里 ，都

拉乡 6 条 18.904 公里。 项目分

为三批实施， 第一批实施 9 条

12.574 公里，第二批实施 10 条

21.683 公里，第三批实施 37 条

84.398 公里。

为确 保项 目 建 设 顺 利 推

进，白云区倒排建设工期，建立

台账销号制，以乡镇为单元，周

为节点， 全面梳理项目进展情

况，根据项目台账 ，完工一条、

销号一条。 结合“大扶贫” 工作

要求， 通过宣传政策措施充分

发动项目建设沿线群众， 形成

乡、村、社会共同参与工程建设

管理监督的工作机制。 通过每

条路设置 2 名义务监督员 、定

期邀请市质量监督站专业技术

人员到施工现场开展质量安全

培训等方式， 群策群力强化项

目质量安全监管， 确保项目保

质保量安全推进。

（本报记者 梁婧）

白云区推进农村“组组通” 公路建设

今年项目建设任务

预计下月底提前完工

本报讯 10 月 30 日， 由云

岩区恩济社会组织支持中心打

造的云益享公益地图平台正式

上线。

云益 享公益 地 图 平 台 是

2018 年贵阳市支持社会组织参

与社会服务项目之一，包括“一

起公益 、益享生活、邻里帮帮 、

公益地图” 四个板块，每个板块

都具有独特的公益性功能。 公

众通过打开“地图 ” 就可以轻

松发现身边公益活动并一键加

入或关注活动。 同时，公众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资源选择性

地提供帮助和支持公益， 促进

人人参与社会服务， 共享社会

资源，共担社会责任，共建和谐

社会。

据了解，云岩区恩济社会组

织支持中心于 2014 年筹备成

立，全面承担云岩区委群工委创

办的“云岩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中心” 的运营与管理，是专门为

处于发展中的一线社会组织提

供服务的社会组织。 云益享公益

地图的打造，将解决社会组织脱

离群众需求、缺少企业资源支持

等“痛点” ，改变公益服务只是

一成不变筹钱捐助的现状，打破

社会组织不知道身边有何事可

做、公众不知道身边有何人可求

助、企业不知道身边有何机构可

信赖的窘境。

（本报记者 樊荣）

云益享公益地图上线

公众打开地图可发现加入身边公益活动

清镇市举办教学技能大赛

近日，清镇市举办教师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和普通话教学技

能大赛，312 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参加，评出一等奖 27 名、二等奖

63 名、三等奖 96 名、优秀奖 126 名。 图为教师参加粉笔字大赛 。

本报通讯员 耀家昌 摄

观山湖区世纪城社区———

深挖彻查

黑恶势力“保护伞”

本报讯 笔者近日从观山

湖区世纪城社区获悉，该社区采

取“突出政治站位、突出工作重

点、突出工作实效、突出党建引

领” 方式， 深挖彻查黑恶势力

“保护伞” ， 有效增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具体工作中，该社区通过成立

整治涉黑涉恶腐败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 定期召开专题调度会议统

筹研究解决专项斗争中的困难和

问题， 对领导小组议定事项的落

实情况进行督导跟踪问效； 坚持

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斗争和整治

基层“微腐败” 结合起来，充分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 畅通投诉举报

渠道， 对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

大起底，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

间顶风违纪、不收敛不收手、充当

恶势力背后“保护伞” 、扫黑除恶

工作推动不力等问题线索作为排

查重点， 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件涉

黑涉恶问题线索；制定出台《扫

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督 导 工 作 方

案》，积极与政法机关、信访部门

加强日常联系，做到信息互通、相

互配合， 切实提高扫黑除恶的整

体性、协同性；对发现的党员干部

及其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涉

嫌违纪违法的线索， 及时移送纪

检监察机关查办。

（本报通讯员 刘璃瓦 李莉）

本报讯 10 月 30 日，开阳县

楠木渡镇举办 2018 年金秋招聘

月活动， 进一步加强对就业困难

人员的就业帮扶。

此次招聘会由开阳县就业

局、楠木渡镇人社服务中心主办，

贵州圣吉千人力资源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承办。 开阳宏胜鞋业有限

公司等 10 余家企业提供了 400

多个就业岗位， 吸引了大量农村

求职者前来咨询、应聘。招聘会现

场， 用工单位还为求职者开展求

职登记、 就业指导、 职业介绍等

“一条龙” 就业服务。

据初步统计， 此次招聘会共

200余人与用工企业达成就业意

向。 （本报记者 李春明）

开阳县楠木渡镇———

举办招聘活动

帮扶就业困难人员

“学生数量也不多，你们办

学也是亏钱，还不如把学校卖给

企业。 ” 近日，一家企业来到贵

阳林海中学，向该校校长胡定霞

说。

“我都记不得这是第几回有

人找我谈了。 ” 胡定霞说，林海中

学毗邻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物流园区，很多人想在这里办企

业。 但她都是一个回答“没得商

量，不卖。 ”

胡定霞的坚定选择，得从 24

年前的夏天说起。

1994 年 5 月的一天傍晚，在

贵州民族学院 （今贵州民族大

学）校门口，大四学生胡定霞遇

到了武警秦明问路，彼此欣赏的

两个年轻人从此相识相恋。

当年 6 月， 胡定霞毕业后选

择去荔波县瑶山乡支教 8 个月。

谈到那个时候的瑶山，她说：“山

沟深，人也穷，有些娃娃甚至都

没有衣服穿，更别说上学了。 ” 看

到眼前这种情况，胡定霞心里从

此种下一颗“办学” 的种子。

1995 年，胡定霞被调回到贵

州民族学院中专部，成为一名教

师，两个年轻人的感情也迅速升

温。 两年后，情投意合的两人结

为夫妻。

2000 年，胡定霞在小碧乡调

研少数民族文化时发现， 猫硐、

秦棋、谷远、大地、黄泥浦、梅家

庄、马寨七个村没有中学，大部

分初中生每天得走十几公里路

上学。 调研少数民族文化的经

历，推动胡定霞心里的“办学”

种子不断成长。

2001 年，胡定霞辞掉在大学

的教师工作，到小碧乡创办林海

中学，决心帮助 7 个村的初中生

就近上学。

可是， 办学面临师资来源、

建校资金以及政府审批等问题。

贵州民族大学得知胡定霞办学

的想法后，一边号召学校大学生

到林海中学教书，一边协助胡定

霞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对接。 猫

洞村村支两委知道情况后，无偿

提供一块村集体土地给胡定霞

办学。

“最后， 建校共花掉 48 万

元。 ” 胡定霞说，当时全家积蓄就

3 万多，建校让家里负债累累。为

了补贴建校和办学的支出，2001

年秦明转业后到贵阳市公交公

司工作。 “我的愿望是去公安局

上班， 但得知公交公司工资高，

为了补贴建校和办学支出，在公

安局和公交公司之间，我选择了

公交公司。 ” 秦明说。

2003 年 9 月，林海中学顺利

开学，迎来了第一批学生，其中

留守孩子占 70%。 林海中学的开

办，缩短了这几个村孩子的上学

路。 这些年，林海中学共有 4000

多名学生毕业。

2014 年前后，随着林海中学

周边地区的开发建设，学校面临

拆迁。 胡定霞一家面临两个选

择， 一是领取 1000 万元的拆迁

款， 二是就近建学校并领取 10

余万的拆迁补偿费。 当所有人都

认为胡定霞一家会选择巨额拆

迁款的时候， 胡定霞告诉家长

们，“学校还要继续办，并且要办

得更好。 ” 2014 年 10 月，新建的

林海中学投用，在收费标准上依

然为村民考虑，“别的民办初中

每学期收费基本都是 2000 元以

上，我们只收 1000 元。 ” 胡定霞

说。

2016 年，学校还增办了林海

幼苗幼儿园。 “我们一家人的愿

望是让更多贫困孩子有书读，让

他们走出贫困。 ” 胡定霞说。

本报记者 许发顺

“让更多贫困孩子有书读”

———记胡定霞家庭办学之路

10 月 30 日，云岩区中小学生红色文化进校园首演活动举行，现场表演了情景诗朗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独唱《绒花》等节

目。 活动还为 5 所特色文化、体育学校授牌。 图为情景诗朗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本报记者 杨婷 摄

红色文化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