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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许发顺 统筹

2017年， 经济区开创性地

实行“1+1+N” 重点项目联动

包保责任制， 在项目建设推进

上取得良好成效。 2018 年，经

济 区 继 续 对 重 点 项 目 实 施

“1+1+N” 联 动 包 保 责 任

制———

针对口岸路、永乐路、物流

外环、见龙洞路中段、兴业北路

二期、见龙洞路南延伸段、外环

北路、龙水路全线、云关路等道

路项目成立 7 个工作组；

针对机场路道路及景观提

升改造工程、 汤巴关路提升改

造、 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生态项

目成立 3 个工作组；

针对“一局两中心” 、贵州

（双龙）检验检疫试验区、吉源

汽车小镇、 北部高新技术产业

园及宝能汽车产业园场平、老

干妈新厂场平、 武警支队还建

场平等开放平台和实体经济项

目成立 4 个工作组；

针对龙水路电力管廊、区

域内电力和输油管线迁改等急

难项目成立 2 个工作组；

针对安置房建设、 融资工

作成立 2 个工作组；

9 月，又扩大规模，针对新

签约的宝能汽车产业园、 宝能

大数据科技城、宝能文旅、CC-

DI 等重大投资项目成立 4 个

工作组。

22 个“1+1+N” 工作组，就

是 22 个攻坚组、22 个突击队。

从管委会领导到部门（单位）、

乡（社区）、平台公司负责人，

再到广大干部职工， 大家不畏

困难、迎难而上、攻坚克难。

全年共赴项目实地开展工

作 3561 人次，召开各类工作会

议、 专题会议、 协调会议 212

次， 推动、 解决各类问题 187

个， 有力推进各重点项目加快

进度。

经济区的新建道路，90%

以上由贵州双龙开投集团建投

公司负责。 在“1+1+N” 工作

中， 该公司副总经理王清刚是

5 个道路项目工作组的项目联

络人， 熟知经济区道路建设的

情况。 他介绍，征拆量大、管线

繁多导致施工环境复杂， 是经

济区道路建设项目前期遇到的

主要问题。

为 顺 利 推 进 项 目 ，

“1+1+N” 工作组耐心细致地

给群众讲解征拆赔偿标准和

相关法律法规， 加快征拆进

程 。 工作组牵头领导亲力亲

为 ，积极与电力、石油、通信

等相关部门对接，迅速完成涉

及管线的施工审批或迁改工

作， 让项目加速建设。 其中，

物 流 外 环 路 基 工 程 完 成

93%，涵洞工程完成 98%；见

龙洞路中段的鱼梁河大桥成

功合龙，预计今年 6 月底全线

通车。

经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遇到的问题， 则与场地征收

有关。负责该项目的“1+1+N”

工作组全体组员群策群力，将

征收任务科学分解， 加强与相

关企业（单位）对接。 经济区生

态建设管理局工作人员李晓飞

介绍，“1+1+N” 工作组加入

后， 医院、 铸铁厂等企业 （单

位）迅速移交地块，让经济区水

环境治理工作快速推进———鱼

梁河截污沟二期全部完成，三

期已完成 90%， 栗木山河截污

沟及隧道已完成 80%， 建成截

污沟 43.61 公里， 完成河道防

洪清淤 16 公里，建成河道景观

8 公里。

“1+1+N” 工作组快速解

决各重点项目推进中的大量重

点难点问题，为项目建设铺平

道路，为急难重点项目建设解

决关键性障碍，推动一大批基

础设施项目基本建成， 为下一

步产业大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真正成为经济区项目建设、推

动发展的加速器。

本报记者 许发顺

经济区交管分局———

确保春节前后交通安全通畅

本报讯 1 月 18 日，经济区

交管分局召开 2019 年春运期间

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会议， 对春节

前后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全

面安排部署。

经济区交管分局在春节前

后，将重点加强交通事故预防，在

“三车” 治理方面做到管人管车，

紧盯“两客一危” 重点车辆，加强

对贵阳龙洞堡汽车客运站、 秦祺

收费站重要地点的车辆检查，严

厉查处超员超载和酒驾等。同时，

在车流量大的路段安排好警力执

勤，保证群众出行畅通。

据悉， 经济区交管分局近期

还积极约谈客运企业和施工企

业，排查客运项目的交通隐患，全

力保障经济区在春运及春节期间

的交通安全和通畅。

（本报通讯员 张仕汉）

经济区园区管理服务中心———

强化春节期间安全生产

本报讯 近期， 经济区园区

管理服务中心联合经济发展贸易

局、政法与群众工作局，采取多项

措施做好经济区春节前后的安全

生产工作。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加强防范。 该中心召开龙洞堡工

业园区春节前后安全生产相关工

作会，提前部署安全生产工作，要

求企业加强安全生产问题自查自

纠。

认真落实防火防盗和安全用

电的各项措施。 要求辖区企业在

锅炉房、 变电室等安全重点位置

安排专人进行值班， 各企业值班

人员要加强节日放假期间管控，

并加强对易燃易爆物品有效管

控，各类消防器材配备齐全、功能

有效。

做好节日期间的机动车管

理。 要求各企业驾车上班者在节

日期间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各项

规定，严禁疲劳驾驶和酒后驾驶，

严禁驾驶“带病” 车辆上路，坚决

杜绝驾驶安全隐患发生； 电动车

充电一定要在指定区域进行并定

时截断电源，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本报通讯员 班朝虎）

强化责任担当 发挥模范作用

开投集团组织党员参观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

本报讯 近期， 贵州双龙航

空港开投集团分别组织机关党支

部及各子公司党支部党员， 到贵

州美术馆参观学习以“砥砺前行

四十载·感恩奋进新时代” 为主

题的贵州省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大型展览。

开投集团各党支部把参观庆

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览， 作为

2019 年第一次主题党日活动的

重要内容， 旨在进一步建强集团

主题党日“常态化、有实效、创特

色、全覆盖” 品牌。 大家在一幅幅

定格历史的图片前驻足观看，展

览不仅满载贵州人的记忆， 也真

实地记载了贵州这些年发生的可

喜变化。

本次主题党日活动， 让开投

集团广大党员直观感受到贵州改

革开放 40 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和

面临的发展机遇， 提高了党员参

与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 大家表

示，在未来的工作中，一定会充分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强化

责任担当， 用拼搏和实干奋力开

创开投集团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助推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

（本报通讯员 陈华文）

经济区土储中心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

育活动

重走革命路 警钟永长鸣

本报讯 日前，经济区土储

中心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赴

瓮安 县猴 场 会 议 纪 念 馆 和 会

址 ，开展以“重走革命路 警钟

永长鸣” 主题的党风廉政建设

教育活动， 提高党员干部职工

思想意识 ， 培养干部忠诚 、干

净、担当精神。

当天， 大家参观了珍贵历史

文物和图片影像资料。 一幅幅逼

真的画面， 一幕幕感人的革命场

景， 让大家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

红色岁月， 追思和学习革命先烈

崇高的品格风范， 经受一次灵魂

的洗礼和升华。

随后， 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来

到猴场红军总司令部旧址， 深切

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 活

动结束后，大家表示，一定会认真

学习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

风和舍生忘死、 勇于献身的革命

精神， 将红色精神在自身工作岗

位上发扬和传承。

（本报通讯员 寇含梅）

小碧乡———

举办迎新春文艺汇演

本报讯 日前， 经济区小碧

乡大地村民族文化广场上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一场迎新春文艺汇

演吸引近千名村民群众观看。

活动在舞蹈 《送你一缕阳

光》中拉开序幕，精彩的表演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随后，小品

《戒赌》、川剧《变脸》、音乐快板

《扫黑除恶万民欢》、杂技《肩上

芭蕾》、歌舞《天耀中华》等节目

接连上演。 小碧乡还邀请书法爱

好者来到现场，为村民们写春联，

送“福” 字。

春节期间， 小碧乡将在各村

陆续开展文娱活动， 以快板、舞

蹈、诗朗诵、布依山歌等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进行表演， 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 宣传党委政府的

好政策。

（本报通讯员 岑朝虞 文 / 图）

党建引领双龙腾飞

经济区持续助力龙洞堡国际机场

创建“国际卫生机场”

本报讯 近段时间来， 双龙

航空港经济区持续助力贵阳龙

洞堡国际机场创建“国际卫生机

场” ， 加强机场媒介防控和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

据悉，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创建 “国际卫生机场” 工作于

2018 年 6 月筹备启动，2018 年

7 月进入组织实施阶段，2019 年

进入评估验收阶段。 “国际卫生

机场” 创建过程中，贵州省机场

集团主要负责创建工作的具体

实施，按照创建要求在原有机场

基础上改良相关配套设施，做好

机场三期建设；经济区主要负责

共同参与机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处置，机场周边的媒介防

控、环境卫生整治、绿化、水质提

升等工作。

为助力龙洞堡国际机场创建

“国际卫生机场” ， 经济区成立

专门的工作组，多次组织相关部

门到机场周边开展联合督查，召

开工作推进会，就机场媒介防控

和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进行方案

再优化、责任落实再强化。

对照世卫组织考核验收要

求，创建“国际卫生机场” 工作

有 327 项具体工作任务，主要是

根据机场口岸疾病预防控制特

点， 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确

保机场口岸在传染病控制、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食品和饮用

水卫生、公共场所卫生与固体和

液体废弃物处理、 航空器卫生、

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实验室检

测、出入境货物检疫查验等方面

达到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和我国相关卫生法律法规、标准

的要求。 创建“国际卫生机场” ，

对降低疫情传入风险、推进健康

贵州建设、构建贵州内陆开放型

经济新高地、发展贵州全域旅游

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许发顺）

实施“1+1+N” 联动包保责任制

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速

本报讯 1 月 23 日 ， 双龙

航空港经济区召开 2018 年度

社会管理工作总结暨政法工

作表彰会 ， 传达学习近期 中

央 、省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

总结 2018 年经济区社会管理

工作成效 ， 安排部署经济区

2019 年社会管理工作， 为经

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创造更

加安全的政治环境 、 更加 稳

定的社会环境 、 更加公正的

法治环境和更加优质的服务

环境。

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8

年优秀村（居）和先进个人的决

定》， 对大地村等 7 个优秀村

（居）予以表彰并授予“平安村

居” 光荣称号，对宋华平等 20 名

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并授予“双龙

卫士” 光荣称号。

据悉，2018 年以来，在经济

区党工委、 管委会的领导下 ，

经济区上下坚持一手从严从实

从细保稳定 、护安全、促和谐 ，

一手深入解决源头性 、 基础

性、 苗头性问题， 通过大量艰

苦细致 、 卓有成效的工作，保

障辖区社会和谐稳定， 人民安

居乐业。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经济区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经济区将

把握当前形势背景的深刻变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不断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和

责任意识，紧盯重点任务、短板

弱项、难点问题，全力抓好社会

管理工作。

会议要求，经济区上下要坚

持问题导向、奋力攻坚克难，推

动社会管理工作实现新的突

破，以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

体制机制、 方法手段为工作方

向，切实抓好信访维稳、扫黑除

恶、安全生产等社会管理工作，

保障辖区社会和谐稳定； 要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有

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

的巧劲、常抓的韧劲，做到组织

领导更加有力、 协同配合更加

有力、经费保障更加有力、基层

基础更加有力、 责任落实更加

有力， 为社会管理工作提供全

力保障。

（本报记者 许发顺）

经济区召开社会管理工作总结暨政法工作表彰会

小碧乡迎新春活动现场。

俯瞰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资料图片）

项目落地 双龙

在

见龙洞路中段建设现场热火朝天。

许发顺摄

图为大坡污水处理厂。

本报通讯员吴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