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遗失贵州润兴盛世商贸有限公

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

阳军区支行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为：J7010019771101，特此声明作废。

贵州润兴盛世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29日

遗失贵州永乾琪贸易有限公司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

河滨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7010009051002，特此声明作废。

贵州永乾琪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30日

严正声明

我公司是经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黔经信非公[2011]301 号文

件批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 近日发现有人假冒我公司名义在手机应

用平台设立“极速大王贷———小额手机信用现金贷款 app” ，并用该 app

欺骗消费者。 现我司郑重声明如下：

1、我公司从未在任何网站、手机应用平台等网络平台上注册、开发

任何贷款软件。

2、 针对假冒我公司名义在网络平台上注册登记贷款软件的侵权行

为，我公司将对相关侵权人采取维权措施，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贵阳市高新区悦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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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29 日，“我们的

节日·春节” 2019 年贵阳孔学堂春

节文化庙会拉开帷幕， 省内 20 位

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为市民写春

联，让大家带“福” 回家。

“吉日生财猪拱户，新春纳福

鹊登梅”“人逢盛世情无限， 猪拱

华门岁有余” ……一副副火红的

对联，墨香四溢、年味十足，让一大

早就到现场排队的市民爱不释手。

“每年春节前到孔学堂请春联，已

经成为我家的年俗。 ” 市民袁先生

手持五副春联说，孔学堂手写的春

联寓意好，很有文化味。 “以人民

为中心、 为大众服务的艺术才有

根。 ” 参加活动的省书法协会副主

席刘宝静说。

当天，书法家们共送出万余幅

春联、“福” 字。 2 月 1 日，主办方

还将把春联“送” 到贵阳龙洞堡国

际机场，让全国各地的旅客把贵州

的祝福带回家。

图为书法家为市民写春联。

（周永 /图 本报记者 刘辉 /文）

1月 29 日是南方小年，各家各户都开始忙着张罗年货，迎新

除尘。农村里爸爸妈妈今年不能回家的留守儿童谁在照顾、复员老兵

在家过得好不好、 低收入群众家里的年货备齐了没……这些都牵动

着贵州陆军某预备役师官兵的心。当天，官兵们带着文具、医药品、慰

问金、慰问品来到修文县久长镇石安新村、小箐乡小箐村，看望慰问

群众。 图为官兵向群众发放慰问品。 本报记者 衣琼 摄

孔学堂春节文化庙会启幕

春节将至，贵阳年货市场需求旺盛，贵州五福坊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的工人正在加紧制作腌腊肉制品，供应年货市场。 记

者了解到，该公司通过原料入厂控制、生产控制、出厂检验、外

部抽检、消费者监督 5 道关口，严控每道工序，保证每一批出厂

产品的质量安全。 图为商家在准备年货。

本报记者 吴伟剑 / 文 石照昌 / 图

春

节

■相关新闻

贵州陆军某预备役师慰问群众 年味浓市场旺 商家准备年货忙

市总工会

慰问环卫工人

本报讯 1 月 29 日，市总工

会在花溪区委党校开展新春走

基层慰问环卫工人专场文艺演

出暨同 “心同书·祖国新春好”

书法文化惠民———送万福进万

家书法公益活动，为 400 余名环

卫工人送去寒冬的温暖和新春

的祝福。

专场文艺演出开始前， 省内

10 位书法家现场书写了 500 余副

春联， 为环卫工人和现场群众送

上新春祝福。 演出开始，贵阳市工

人文化宫精心准备了歌曲、舞蹈、

小品等节目，将气氛推向高潮，现

场掌声不断。

（本报记者 白雪）

本报讯 1 月 29 日，

记者从市轨道公司获悉，

贵阳轨道交通 1 号线于 28

日起针对春运三个高峰期

延长列车运营时间， 每天

增开两趟列车。

为进一步加强轨道交

通 1 号线与贵阳火车北

站、 贵阳火车站的春运接

驳， 最大程度满足乘客春

节期间的出行需求， 市轨

道交通公司决定于春运高

峰期间延长 1 号线的运营

时间。具体调整为：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2 月 9 日

至 2 月 14 日、2 月 21 日至

2 月 22 日， 轨道交通 1 号

线在上下行方向原末班车

后分别增开两趟列车，发

车时间为 23:10、23:25。

（实习记者 张海涛）

本报讯 1 月 28 日，记者

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为缓解春运期间贵

阳至广东方向的客流压力，1

月 30 日至 2 月 22 日，贵阳北

站将加开至佛山西、广州南的

6 趟往返动车组。

具体加开车次及时间为：

1 月 30、31 日 ，2 月 1、2、10、

11、12、13、20、21 日，广州南至

贵阳北加开 D4706 次、广州南

22:46 分开，贵阳北（第二日）

03:27 分到 ；1 月 31 日，2 月

1—3、11—14、21、22 日， 贵阳

北至广州南加开 D4705 次，贵

阳北 04:06 分开、 广州南 08:

53 分 到 ；2 月 10—13、20、21

日， 贵阳北至佛山 西加 开

D4765 次 ， 贵阳北 22:30 分

开、 佛山西 （第二日）02:58

到；2 月 11—14、21、22 日，佛

山西至贵阳北加开 D4766 次，

佛山西 06:25 分开、 贵阳北

11:00 到 ；2 月 10—13、20、21

日， 广州南至贵 阳北 加 开

D4708 次 ， 广州南 20:04 分

开、贵阳北（第二日）01:16 分

到；2 月 11—14、21、22 日，贵

阳北至广州南加开 D4707 次，

贵阳北 07:10 分开、 广州南

12:47 分到。

（本报记者 彭刚刚）

本报讯 1月 29 日，记者

从贵阳铁路公安处获悉 ，今

年春运启动以来， 贵铁警方

共抓获网上在逃人员 16 名，

有效打击了各类违法犯罪行

为， 保障了广大旅客的人身

财产安全。

贵阳铁路公安处将车站

和列车作为主战场， 在各个

火车站增加警力， 强化治安

防控和对可疑人员的甄别 ，

对站区售票厅、进站口、检票

口及周围商铺广场等重点位

置严格把控， 对发现的可疑

人员和可疑物品严格盘查 。

同时， 通过加强与地方公安

机关的联系，完善信息通报、

快速处置等联勤联动机制 ，

科学布警，在信息战、合成战

中不断提高查缉的机动性和

准确性。

自 1 月 21 日春运启动以

来，贵铁警方共抓获网上在逃

人员 16 名。 下一步，贵铁警方

将持续保持对各类犯罪活动

的严打、严查态势，确保春运

治安环境良好有序。

（本报记者 彭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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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往返广东今起加开六趟动车

贵铁警方抓获 16 名网上在逃人员

产品销量连续 9 年保持年

均 20%以上的增长、 全产业链

管理有效推动裂变式发展……

记者近日从贵阳三联乳业有限

公司获悉，作为本土乳业巨头，

该国字号企业在竞争日趋激烈

的乳业市场中， 以创新驱动发

展，实现强势增长。

据悉， 自 2009 年以来，三

联乳业通过资源整合和创新发

展， 不仅实现本土销售市场份

额逐步增长，其旗下产品“山花

牛奶” 更闯入湖南、广西、广东

等省份市场。

近日， 记者走进贵阳三联

乳业生产一线， 探究其近年来

强势增长的“秘诀” 。

内部检测标准

高于国家标准

位于清镇的三联乳品生态

工业园占地 20万平方米，兼具生

产、加工、观光等功能。 这里是西

南地区最大的单体乳品加工厂，

日加工处理生鲜乳 1000余吨。

在生产环节，近 2 万平方米

的乳制品自动化生产线全程密

封，拒绝空气进入乳品加工管道；

牛奶从原材料加工到包装成品，

只需要工作人员在中控室通过电

脑完成各环节的自动化操作。

而在约 1400 平方米的检测

区域内，全自动凯式定氮仪、高效

液相色谱仪、 乳成分分析仪等精

密检测设备， 能快速准确地完成

对原料奶、辅料、成品等的检测。

“从奶牛产奶到最终灌装成

品，8个生产环节共需通过 44 个

指标、108项检测。 ”在贵阳三联乳

业质控部，负责人杨芸说，为确保

产品的质量安全，三联乳业的内部

检测标准一直高于国家标准。

贵阳三联乳业副总经理周

国君介绍， 由于整个生产线建

立了完整的追溯体系， 如果产

品出现质量问题， 都能追溯到

具体生产环节并查明原因。

“四位一体” 模式

助农增收

通过“引进来 ，走出去”

牧场管理模式，三联乳业近年

来引进国内具有奶牛养殖管

理先进经验的团队，提高奶牛

养殖水平和效益，并积极与奶

牛养殖资源丰富、气候适宜地

区合作共建奶牛养殖基地。

近年来，三联乳业将实施大

扶贫战略行动与产出稳定安全

的优质奶相结合，在全省实施了

“山花牛奶扶贫工程” ， 并采取

“政府 + 公司 + 村级集体经济 +

贫困户”的“四位一体”模式，在

开阳龙岗、清镇卫城等 5 个优质

奶源基地以订单的方式向专业

合作社收购青贮饲料。 2018年，

三联乳业收购青贮饲料约 5 万

吨， 直接带动 400 余户农民增

收，户均年增收 2000元以上。

此外， 三联乳业位于清镇

的乳品生态工业园搭建了 “工

厂牧场一日游” 互动平台，吸引

消费者前来参观， 累计接待消

费者 4 万余人次， 树立了良好

的企业品牌形象。

鲜奶 24 小时内

送达全省各地

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三联乳业

近年来连续投入经费共 4000余万

元进行产品研发。 如今，三联乳业

开发的 70余种“山花”产品，在贵

阳乳制品市场的占有率超过 50%，

低温奶市场占有率达 65%，2017年

完成销售额 8.8亿元。

随着贵州县县通高速，三

联乳业组建的冷藏配送物流车

队能在 24 小时内将新鲜牛奶

送达省内各地， 大幅度增加了

省内的市场占有率。

目前，三联乳业在全省各地

已建设 30000 多个销售网点、

500 余家专卖店， 并在大型社

区、 人流密集场所投放近 1000

台自动售卖机。

张海涛 本报记者 吴伟剑

以高质量发展拓宽市场空间

—————贵阳三联乳业销量连续九年强势增长的“秘诀”

本报讯 1 月 29 日， 记者从

2019 年贵阳海关关区工作会议上

获悉，2018 年贵州外贸进出口总

值达 500.77 亿元人民币，其中进

口 163.33 亿元， 出口 337.44 亿

元，贸易顺差 174.11 亿元，这标

志着贵州开放型经济发展呈现出

外贸结构进一步优化、 开放程度

进一步提升的特点。

从贸易方式上看，一般贸易进

出口 267 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

53.3%；加工贸易进出口 210.66 亿

元，增长 9.6%，占全省外贸总值的

42.1%； 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12.23 亿元，增长 33.5%，占全省外

贸总值的 2.4%。 加工贸易增长迅

速， 逐渐与一般贸易比值接近，保

税物流不断攀升，打破了过去贸易

方式过于单一、一般贸易“独揽天

下” 的局面。

从资本构成来看，民营企业进

出口 190.24 亿元， 占全省外贸总

值 的 38% ； 国 有 企 业 进 出 口

166.15 亿元， 占全省外贸总值的

33.2% ； 外商 投资 企 业进出口

144.36 亿元， 占全省外贸总值的

28.8%。民营企业继续跑在前头，国

有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紧随其后，

资本呈现“三分天下、共同发展”

的态势。

从产品结构上看， 机电产品

进出口 290.86 亿元，占全省外贸

总值的 58.1%， 其中出口 172.54

亿元， 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51.1%，

进口 118.32 亿元，占全省进口总

值的 72.4%。 机电产品发展迅速，

以手机、电器、电子设备等高精尖

商品为代表， 取代传统商品成为

主要商品。

在开放程度方面， 去年贵州

新增筑城海关等 7 个隶属海关，

新开国际客运航线 5 条， 在贵阳

龙洞堡国际机场开展保税航油业

务申请已经中航油总公司批准，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 贵州

省内“一中心两场站” 建设、改貌

铁路口岸建设等工作顺利推进，

贵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获

批设立，首票“1210” 模式跨境电

子商务货物在贵阳综合保税区成

功申报。

此外， 贵阳海关去年全力推

进业务改革， 取消通关单， 整合

报关报检，归类、审价、减免税实

现无纸化审批。 目前， 企业可以

通过电子方式支付税款， 可以自

行打印 《海关专用缴款书》，海

关通关无纸化 “最后一公里” 顺

利打通。 接下来， 贵阳海关将全

面推动新一轮海关通关作业改

革， 在支持综保区建设、 新兴业

态发展、 提效降费等方面继续做

好海关服务。

（实习记者 罗婧）

结构更优 开放扩大

去年贵州外贸顺差

超 174 亿元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农业

农村局获悉，2018 年，我市深化农

村产业革命，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

度，投产茶园达 21.19 万亩，中药

材种植面积累计达 25.6 万亩。

2018 年， 我市以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脱贫攻坚

“春风行动”“夏秋攻势” 为契

机，按照“五步工作法” 的要求，

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八要素” ，大

力实施产业结构调整， 打造了一

批特色高效经济作物产业带、产

业板块，投产茶园达 21.19 万亩，

茶叶产量达 13500 吨， 茶产业呈

现良好发展态势； 中药材种植面

积累计达 25.6 万亩，带动 4 万余

人增收。 通过“一县一业” 发展，

逐步形成修文猕猴桃、 开阳富硒

茶、清镇蔬菜、息烽生态家禽等特

色优势产业，逐步实现“村村有产

业、户户有支撑” 。

（本报记者 刘健）

我市去年投产茶园逾 21万亩

本报讯 记者 1 月 28 日从

省总工会获悉， 为进一步规范送

温暖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我省出

台 《贵州省工会送温暖资金使用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

称《细则》）。

《细则》明确，走访慰问职工

要坚持实名制发放， 实名制表应

包括慰问对象的工作单位、 基本

情况、联系方式、身份证号、慰问

金额、经办人签字等信息。 资金使

用情况须录入工会帮扶工作管理

系统送温暖管理模块备查。

送温暖资金走访慰问发放标

准为： 人均 500 元至 3000 元，具

体标准在每次慰问前由各级工会

权益保障部门会同财务部门提出

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方案， 经同级

工会领导集体研究通过后实施。

（本报记者 庭静）

贵州出台送温暖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走访慰问职工须实名制发放

本报讯 1 月 28 日， 记者从

市交委获悉，即日起至 2 月 3 日，

市交委联合市运管局、 市公交集

团、 市轨道公司开展轨道交通 1

号线公交接驳需求调查， 向市民

征求意见、建议。

轨道交通 1 号线已于 2018 年

12月 1 日全线开通运营，为了提高

公共交通的整体运营效率，加强常

规公交与轨道交通站点的接驳，使

轨道交通 1 号线更好地为市民服

务，相关部门特通过微信、邮箱、电

话等多种方式开展调查，向市民征

求意见、建议。 调查内容包括市民

的基本信息、出行方式、接驳建议

等。市交委将联合相关技术部门对

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作为优

化完善轨道交通 1 号线公交接驳

方案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市 民 可 登 录 https://www.

wjx.cn/m/32456728.aspx?from=

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直接

填写问卷，或者将意见、建议发送

至邮箱 gysgdyhx@163.com，或拨

打 18188102756 提建议、意见。

（本报记者 张薇）

我市开展轨道交通 1 号线

公交接驳需求调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市派驻第十六纪检监察组———

集体约谈

驻在单位负责人

本报讯 日前，市派驻第十六纪

检监察组组长与驻在单位市人民检

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对该院（含筑城

地区检察院）财务、公务接待、公车、

食堂、接待场所等管理部门 4 名负责

人进行集体提醒约谈。

此次约谈要求各负责人认真学

习有关规定，充分认识作风建设和正

风肃纪的极端重要性， 做到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不折不扣执行各项规

定，以纠正“四风” 的实际成效践行

“两个维护” 。 要求严格履行监管职

责，管理“三公” 经费、接待、公车等

工作的同志，要坚持原则、不徇私情，

严防机关党员干部借过节之机搞吃

喝送礼、公车私用、公款旅游、滥发钱

物、 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等问题的发

生。 要求自觉当好廉洁表率，以廉洁

准则为标杆， 以纪律处分条例为戒

尺，做到不借节日走访或以工作汇报

名义用公款送礼、宴请，并严格教育、

管理、监督所在处室同志及家人不得

赠送和接受影响公务的礼品、 请吃、

娱乐、旅游等。 要求敢于同违纪违法

行为作斗争，发现顶风违纪行为和隐

形变异“四风” 问题时及时反映、报

告。 （本报记者 章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