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当新闻

2019年 2 月 12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田军 / 版式：陈苇

4

贵阳日报区县新闻事业部 电话:0851-85846128��E-mail:qxxw2017@126.com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樊荣统筹 了解更多乌当区资讯可登录 http://wudang.gywb.cn

春

节

让群众过一个幸福平安祥和年

春节期间，走进乌当的大街小

巷， 家家门前都挂起了红红的灯

笼、贴上了喜气的春联，自导自演

的“乡村春晚” 活动也在各地热闹

上演， 处处都洋溢着浓浓年味，喜

气洋洋，热闹非凡。

春节期间，平安大检查、卫生环

境集中整治、 春节慰问……乌当区

多个部门同时发力，多措并举，确保

群众过一个幸福平安祥和的春节。

温暖过年 守护春节用电

新春佳节， 当大家都沉浸在节

日的欢乐中时，乌当区供电局的电力

维修人员一如既往地奋战在一线。

据了解， 为了保障辖区居民

在节日期间用电无忧，电力维修

人员在节前便开始忙碌，展开线

路检查，进行线路维修，加大重

点场所区域的安保巡护力度，提

前做好应急队伍和物资安排，每

一项都认认真真不懈怠。 截至目

前，辖区内没有发生大面积停电

故障。

温情过年 关爱弱势群体

为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

题，切实关爱弱势群体，保障改善

民生，近日，区红十字会开展“博

爱送万家” 活动。

活动中， 工作人员为全区

200 户困难家庭发放了慰问物品

和慰问金， 合计金额 6 万元。 此

次活动倡导“人道、博爱、奉献”

的精神，凝聚人道力量，救助弱

势群体，将募捐的善款用于急需

救助的人，让困难群众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节日。

热闹过年 开展文化活动

日前， 高新社区 “我们的节

日·春节” 迎新春活动在大桥居委

会举行。

当天虽然飘着毛毛细雨， 但众

多居民纷纷赶来，热情高涨地参加

迎新春活动。 现场开展了写春联、

送春联、送“福” 到万家活动，还有

手工剪纸体验和贵州民族文化年

味图片展、文艺表演以及有奖知识

竞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活动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

节日生活、愉悦了身心、陶冶了情

操，还搭建了居民之间相互交流的

平台，增进了“邻里情” ，增强了社

区的凝聚力、向心力，营造了团结

奋进、文明和谐、喜庆祥和的浓厚

节日氛围， 让居民群众在文明、和

谐、美好的气氛中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新春佳节。

平安过年 抓好安全生产

为保障全区春节期间和谐稳定

的安全生产形势， 营造安全平稳的

节日氛围， 遏制和防范各类安全生

产事故发生， 乌当区安监局按照

《今冬明春应急管理、 安全生产和

自然灾害大排查大整治》 要求，深

入企业开展“横向到底、纵向到边”

拉网式的排查，认真查找隐患。检查

人员主要针对企业安全教育培训、

作业环境、企业应急管理、电气设备

配置安装使用、 从业人员劳动防护

用具佩戴使用等情况进行检查。

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检查人

员责令限期整改，并跟踪复查。 推

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企业安

全教育培训意识，增强应急救援能

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

干净过年 营造整洁环境

春节期间， 乌当区城管局高标

准做好清扫保洁工作， 加强重点区

域、重点路段、重点场所的管理，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 确保市容环境洁

净；加强市容环境秩序整治，加强渣

土扬尘治理，确保文明施工和运输。

同时， 城管工作人员节日期间

准时到岗到位，加强各类城管安全隐

患排查与整改，确保市民安全过年。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讯 2 月 6 日，伴随着欢

歌笑语、 浓浓节日气氛，“2019 新

堡·陇上 ‘喜迎新中国七十华诞·

欢欢喜喜过新年’ 新春联欢” 活动

在新堡乡民族小学精彩呈现。

联欢活动以“喜迎新中国七十

华诞·欢欢喜喜过新年” 为主题，舞

蹈《新年大吉》、独唱《布依人》、

布依山歌 《幸福不忘党的恩》、功

夫扇表演等 10 多个村民自编、自

导、 自演的精彩节目依次上演，喝

彩声此起彼伏，不仅让现场的村民

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同时还展现了

广大村民对未来更加美好生活的

向往。

今年春节期间，新堡乡以弘扬

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

举办了系列民俗文化活动， 唱山

歌、舞龙、搓草绳、剥玉米等极富乡

村气息的本土民俗文化活动红火

闹新春，让广大群众在浓浓的年味

中乐享丰富、精彩的文化生活。

图为新春联欢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韦登亮 文 / 图）

乡村上演新春大联欢

本报讯 今年春节黄金周期

间， 乌当区旅游接待工作井然有

序， 全区共接待游客 58.59 万人

次，同比增长 32.10％；旅游总收入

达 7300 万元，同比增长 34.42％。

其中，贵御温泉、保利温泉、振

华温泉、乐湾温泉、枫叶谷温泉等

温泉景区， 共接待游客 4.43 万人

次，综合收入 845.27 万元；保利富

豪酒店、御泉别苑、枫叶谷水岸酒

店等旅游酒店， 共接待游客 1.97

万人，出租率达 46％以上。

为营造春节黄金周期间欢乐、

祥和的节日氛围， 为游客提供干

净、文明、有序、安全的旅游市场环

境，乌当区节前积极对接各旅游景

区， 筹划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

动，推出各种优惠举措近 20 项，并

充分运用新媒体进行宣传推广；牵

头组织对各景区（点）、宾馆等旅

游企业开展消防、安全、市场秩序

等相关检查。 春节黄金周期间，各

景区无重大灾情、无游客滞留等现

象，旅游市场秩序良好，社会治安

良好。

（本报记者 樊荣）

全区春节长假旅游市场红火

接待游客 58.5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2.10％

图为游客在枫叶谷温泉泡温泉。 本报通讯员 韦登亮 摄

乌当区举行

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 2 月 11 日，乌当区 2019 年义务植树活动

在偏坡乡举行， 区四大班子领导及全区各部门干部职

工、人武部官兵 100 多人参加植树活动。

据了解，今年乌当区计划完成义务植树 35 万株。

近年来， 乌当区林业生态建设工作围绕全市森林

覆盖率达 60％的目标，以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理论实践创新基地为载体，紧扣大健康、大生态、大

扶贫战略发展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牢守

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石漠化

综合治理、新一轮退耕还林、植被恢复建设、环城绿化

等系列林业生态建设与生态修复工程， 不断培养新的

森林资源，严格森林执法监管，加大森林资源“六个严

禁” 执法专项行动力度，确保森林生态系统更加健全，

加快推进田园综合体、富美乡村、森林康养、林下产业

建设，全业态打造生态建设产业体系，培养绿色发展新

动能，奋力实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走出一条符

合实际且具有乌当特色的绿色转型升级之路。

（本报通讯员 韩德贵）

紧扣“中高端”

兴产业促集群

乌当区加快产业提质升级步伐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乌当区了解到，该区今年将

紧扣“中高端” 兴产业促集群，全力推进大健康集群发

展、大数据融合创新，推进大旅游拉动中高端消费，加

快产业提质升级步伐。

据了解， 乌当区今年将高标准推进洛湾云锦工业

园基础设施 PPP 项目、 贵阳医疗健康城等重大产业平

台建设， 加快完善智汇云锦产业孵化基地配套功能建

设。 全力培育完成 10 亿元级医药企业 2 家、20 亿元级

以上医药企业 1 家， 培育 20 亿元级医药物流企业 2

家，确保大健康产业投资 30 亿元以上，完工投产项目 6

个以上。

同时，深入推进“1+N” 大数据产业体系建设，强

力推进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西部中心及产业园建设；

推动大数据政用、民用、商用等应用创新，重点推进医

疗健康云平台、 空间决策大数据云平台等九个大数据

场景建设。 完成 “贵州智源大数据创新创业基地” 建

设，深入推进“大数据 +” 融合创新，新增规上大数据

企业 5 家，培育 2 个大数据品牌，培养 2 家大数据领军

企业，大数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57 亿元。

乌当区还将紧扣打造世界旅游名城重要景区景点

的要求，围绕贵阳精品旅游环线（乌当段）建设，重点

盯紧相思河、巴喇峡谷、香纸沟等沿线景点景区开发建

设，强力推进乐湾国际温泉、贵御温泉度假酒店等项目

建设，瞄准日本、韩国大力引进中高端服务业企业和经

营团队，着力引进星力集团和国内知名企业，持续不断

丰富中高端商贸服务业态， 力争接待游客和旅游总收

入分别增长 21％和 29％。 （本报记者 樊荣）

全区加快建设“两山”

理论实践创新基地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乌当区了解到，该区今年将

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完善制度体系建设， 大力推

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

动计划，加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论实践创新

基地建设。

具体工作中，乌当区将统筹一批生态环保类项目，

以公园城市建设与全域绿化为载体， 加快一河百山千

园、贵阳环城林带绿色生态走廊、南明河乌当段水生生

态走廊等项目建设，着力从生态治理工程、绿色产业、

大健康产业三大板块认真做好项目分析研究， 努力争

取上级资金。

同时，乌当区将建立完善“两山” 理论指数监测指

标体系，优化完善生态大数据云平台，实现生态环境大

数据山、水、林、田、湖信息化管理，全方位、多领域纵深

推进全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真正实现全民共创共建

共享共治。 （本报记者 樊荣）

推动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全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确保达 90％以上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乌当区了解到，该区今年将

进一步增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速

推动各类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切实解决好“上学难、上好

学难” 问题，逐步把乌当教育办成全市一流的教育。

乌当区将大力实施第三期学前三年行动计划，完

成学前教育招生及入园工作目标任务， 确保全区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0％以上； 进一步提升全区优质幼

儿园的覆盖比例， 加强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认定和

管理，力争在 2019 年实现全区普惠率达 80％；继续开

展“控辍保学” 宣传和“劝返” 工作，抓好乌当中学省

级一类示范高中创建工作， 全面完成普通高中及职业

学校招生计划任务，加强区中等职业学校校企融合，产

教融合，拓宽毕业生实习、就业渠道。

同时，乌当区将加快优质教育资源建设，在硬件建

设上，以“高中聚集核心城区、初中整合居中区域、小学

分布中心村镇” 为原则实施科学合理布局，全力实施好

各个教育突破工程建设项目， 加快水田中学高中部建

设，推进北衙学校、乌当五中、乌当小学、新天九年制学

校小学楼、新天九年制学校高新分校运动场项目建设，

启动新天三小 2 号教学楼项目；在管理体制上，积极探

索教育管办分离，长远谋划新天城区教育设施、教育团

队建设、优质资源引进、教育质量提升及新开发小区教

育配套建设等工作，盘活现有存量，做大做强优质资源

增量，为教育事业发展夯实物质基础。

（本报记者 樊荣）

本报讯 日前， 记者从乌当区了解

到，该区围绕“全省大健康产业发展引领

示范区” 建设目标，着力招大商、引强企，

全面推进精准招商、 精准对接、 精准落

地、精准服务，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显著。

去年，乌当区新引进项目 81 个，总投

资 211.78 亿元； 新引进项目到位资金

178.29 亿元， 新开工项目 81 个， 开工率

100％； 新增投产项目 76 个， 新引进 500

强企业 1 家。 新引进科技含量高、成长性

好的企业 7 家。

去年以来，乌当区强力推进产业大招

商突破年和优化营商环境集中整治行动，

主要领导带头招商，县级领导发挥各方资

源招商推介，各乡（镇、社区）、园区、各部

门、平台公司靠前指挥，主动出击、持续发

力、合力招商。分别赴北京、上海、深圳、广

州、成都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持

续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形成全区各级领导

干部用心用情用力招商、重大客商亲自接

洽、重大项目倾力推动、重大问题全力协

调解决的大招商格局。 党政主要领导全年

带头外出招商 24 次， 对接企业 68 家、围

绕产业链招商开展调研次数 127 次、组织

召开产业招商专题会议 172 次、签约项目

26 个。

同时，乌当区结合大健康、大数据、大

旅游、现代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都

市农业六个产业融合发展，认真制定《乌

当区产业大招商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明确产业链的重点目标企业，精准

指导产业大招商， 做到产业招商有目标、

有路径、 有体系， 有的放矢地开展招商

“选” 资；围绕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建立高

效可行的招商引资考核体系，确保招商引

资工作顺利开展； 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深

入研究产业链关键问题，找准产业链中的

薄弱环节，注重招大引强，梳理招商需求

清单，开展延链、补链、强链精准招商，主

动加强联系，洽谈项目合作。 去年以来，积

极邀请中国蓝田总公司、 泰康集团等 150

多家知名企业赴乌当区考察，成功与康美

药业、北京医渡云、、科大讯飞等 23 家企

业签订合作协议。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乌当区全面打

造“敬商、安商” 的营商环境，代办中心去

年共帮助 10 个落地项目协调解决实际问

题 85 项，累计为 80 家企业代办事项共计

250 余次，项目代办咨询共计 185 人次，代

办率 100％， 代办服务实现 “零” 超时、

“零” 投诉。

（李盈 本报记者 樊荣）

全区强力推进产业大招商

2018年新引进项目 81 个 总投资逾 211 亿元

本报讯 日前， 记者从乌当

区获悉， 该区制定项目引进事前

评估及责任追究办法， 建立招商

引资项目退出机制和招商引资项

目服务机制， 不断建立健全招商

引资工作机制。

为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项

目质量和效益，乌当区制定《乌

当区招商引资项目引进事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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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走进乌当的大街小

巷， 家家门前都挂起了红红的灯

笼、贴上了喜气的春联，自导自演

的“乡村春晚” 活动也在各地热闹

上演， 处处都洋溢着浓浓年味，喜

气洋洋，热闹非凡。

春节期间，平安大检查、卫生环

境集中整治、 春节慰问……乌当区

多个部门同时发力，多措并举，确保

群众过一个幸福平安祥和的春节。

温暖过年 守护春节用电

新春佳节， 当大家都沉浸在节

日的欢乐中时，乌当区供电局的电力

维修人员一如既往地奋战在一线。

据了解， 为了保障辖区居民

在节日期间用电无忧，电力维修

人员在节前便开始忙碌，展开线

路检查，进行线路维修，加大重

点场所区域的安保巡护力度，提

前做好应急队伍和物资安排，每

一项都认认真真不懈怠。 截至目

前，辖区内没有发生大面积停电

故障。

温情过年 关爱弱势群体

为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

题，切实关爱弱势群体，保障改善

民生，近日，区红十字会开展“博

爱送万家” 活动。

活动中， 工作人员为全区

200 户困难家庭发放了慰问物品

和慰问金， 合计金额 6 万元。 此

次活动倡导“人道、博爱、奉献”

的精神，凝聚人道力量，救助弱

势群体，将募捐的善款用于急需

救助的人，让困难群众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节日。

热闹过年 开展文化活动

日前， 高新社区 “我们的节

日·春节” 迎新春活动在大桥居委

会举行。

当天虽然飘着毛毛细雨， 但众

多居民纷纷赶来，热情高涨地参加

迎新春活动。 现场开展了写春联、

送春联、送“福” 到万家活动，还有

手工剪纸体验和贵州民族文化年

味图片展、文艺表演以及有奖知识

竞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活动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

节日生活、愉悦了身心、陶冶了情

操，还搭建了居民之间相互交流的

平台，增进了“邻里情” ，增强了社

区的凝聚力、向心力，营造了团结

奋进、文明和谐、喜庆祥和的浓厚

节日氛围， 让居民群众在文明、和

谐、美好的气氛中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新春佳节。

平安过年 抓好安全生产

为保障全区春节期间和谐稳定

的安全生产形势， 营造安全平稳的

节日氛围， 遏制和防范各类安全生

产事故发生， 乌当区安监局按照

《今冬明春应急管理、 安全生产和

自然灾害大排查大整治》 要求，深

入企业开展“横向到底、纵向到边”

拉网式的排查，认真查找隐患。检查

人员主要针对企业安全教育培训、

作业环境、企业应急管理、电气设备

配置安装使用、 从业人员劳动防护

用具佩戴使用等情况进行检查。

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检查人

员责令限期整改，并跟踪复查。 推

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企业安

全教育培训意识，增强应急救援能

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

干净过年 营造整洁环境

春节期间， 乌当区城管局高标

准做好清扫保洁工作， 加强重点区

域、重点路段、重点场所的管理，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 确保市容环境洁

净；加强市容环境秩序整治，加强渣

土扬尘治理，确保文明施工和运输。

同时， 城管工作人员节日期间

准时到岗到位，加强各类城管安全隐

患排查与整改，确保市民安全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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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大排查大整治》 要求，深

入企业开展“横向到底、纵向到边”

拉网式的排查，认真查找隐患。检查

人员主要针对企业安全教育培训、

作业环境、企业应急管理、电气设备

配置安装使用、 从业人员劳动防护

用具佩戴使用等情况进行检查。

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检查人

员责令限期整改，并跟踪复查。 推

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企业安

全教育培训意识，增强应急救援能

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

干净过年 营造整洁环境

春节期间， 乌当区城管局高标

准做好清扫保洁工作， 加强重点区

域、重点路段、重点场所的管理，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 确保市容环境洁

净；加强市容环境秩序整治，加强渣

土扬尘治理，确保文明施工和运输。

同时， 城管工作人员节日期间

准时到岗到位，加强各类城管安全隐

患排查与整改，确保市民安全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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