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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4 日至 19

日，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贵安新

区行政审批局组成联合考察学习

组，赴京津冀、长三角等地考察调

研， 学习借鉴先进地区跨区域

“一网通办” 、政务服务协同发展

和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的经验和

做法。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务服务

办， 考察组详细了解了滨海新区

推进“京津冀” 一网通办、滨海通

办、“一企一证” 、 承诺制审批等

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考察组认为

该区充分借助国家级新区先行先

试的政策优势， 大力实施审批告

知承诺制， 在审批标准化、 智能

化、便利化等方面敢于探索，创造

了可复制推广的“滨海模式” 。

在河北省，考察组实地参观

了河北省政务服务中心，重点关

注了“京津冀 + 雄安” 服务窗口

设置、人员配备、业务运转和平

台支撑等。 座谈会上，考察组成

员结合贵阳贵安实际情况提出

问题，双方进行交流和探讨。 考

察组一致认为，河北省政务服务

管理办公室成立后，该省政务服

务统筹力度得到极大增强，特别

是在推进京津冀 “一网通办” 、

向雄安新区放权、提升网上政务

服务能力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值得贵阳贵安学习

和借鉴。

在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考

察组参观了南京市政务服务中

心办事大厅，详细了解了南京市

在推进长三角 “一网通办” 、审

批服务“3550” 改革、不见面审

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等方

面的经验做法。 考察组对南京市

全力打造“宁满意” 政务服务品

牌印象深刻， 其通过启动实施

“十个一” 工程（一网通、一门

通、一证通、一指通、一城通、一

机通、一照通、一链通、一栏通、

一事通）， 全面提升了企业群众

的满意率和获得感。

在无锡市，考察组参观了无

锡市政务服务中心， 了解了长

三角 “一网通办” 线下专窗设

置、 办理事项和运行模式等情

况。 考察组认为，长三角地区通

过组建区域合作办公室， 加强

了政务服务协 同发 展统 筹 力

度。 通过开通网上统一办事入

口，推进实现跨区域身份认证，

实现 30 项企业事项、21 项个人

事项 “一地认证、 全网通办、异

地可办、 就近办理” ， 为全国政

务服务跨省通办做出有益探索。

在上海市徐汇区，考察组一

行参观了徐汇区 行政 服务 中

心，了解了长三角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 线下专窗运行、一网通

办、 大厅建设管理方面的先进

做法， 观看 24 小时自助超级终

端申报演示。 据了解，该区通过

加大政务服务数据共享和自助

设备研发投入力度， 新上线的

“一网通办” 超级自助终端可

以自助办理 700 多项服务事项，

真正实现政务服务 24 小时“不

打烊” 。

考察结束后，贵阳市政务服

务中心、 贵安新区行政审批局

将结合贵阳贵安体制机制和群

众需求实际情况， 在充分借鉴

京津冀、 长三角等地先进经验

的基础上， 研究提出推进贵阳

贵安政务服务融合发展的工作

措施， 让两地群众共享融合发

展的政策红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政务简报

▲6 月 29 日， 贵安新区纪检监察工委中心组举行 2020

年第二季度集中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重温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贵安新区重要指示精神。 贵安新区

党工委委员、纪监工委书记张国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

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推动各项重大决

策部署落实提供坚强保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本报讯 6 月 29 日来自贵

安新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 今年

以来， 该局针对重点时段、 重点

区域、重点企业、重点品种，持续

深入开展农村食品、 校园及周边

食品、 旅游景区及周边食品、畜

禽水产品、 婴幼儿配方乳粉及保

健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力度

不断加大。

开展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

治。 采取高频次巡查、责令退市、

集体约谈经营者、 没收来源不明

猪肉等方式， 重点整治未经检验

检疫上市销售生鲜猪肉行为。 今

年以来， 累计检查猪肉经营户

3413 户次。 建立猪肉经营户管理

台账， 依法从严打击无法提供

“两证一报告” 的猪肉经营户。

疫情防控期间， 责令未经检验检

疫生鲜猪肉退市 10 余次， 没收、

销毁无法提供 “两证一报告” 生

鲜猪肉 150 公斤。

开展保健食品、 婴幼儿配方

食品专项整治。 今年以来， 共检

查 82 户次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

食品经营单位。 检查中， 工作人

员发现贵安新区宏图商贸有限公

司销售的“孩儿乐” 牌系列固体

饮料广告画内明示有 “补脾健

胃、助力消化、增强吸收、预防积

食” 等保健、医疗类功效宣传字

样， 责令其现场整改并立即撤除

宣传广告画。

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专项整

治。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 指导和

督促食品经营者、 学校相关食品

负责人落实自律制度和食品安全

第一责任， 重点检查校园及周边

“五毛食品”“假冒伪劣”“三无

食品”“过期食品” 等，共计检查

246 户次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户，

检查 2 户次学校食堂原材料配送

企业，发放 31 份告诫书。

开展旅游景区及周边食品安

全专项整治。 对车田、云漫湖、北

斗七寨等景区开展全覆盖检查，

检查 75 户次经营户，责令 4 户次

整改。 同时， 针对节日期间食品

市场特点，开展 10 余次食品安全

隐患排查， 累计检查 100 多家食

品经营单位，下达 12 份限期整改

通知书。

（龙见成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谢孟航）

6 月 29 日，在位于贵安综

保区的贵州信鸽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人员陆长涛正在组装自主

研发的 MRCC 无人机。

陆长涛介绍，MRCC 无人

机主要用于测试和检测 XGSP

系列无人机的安全降落伞，同

时也能挂载相机进行巡航录

像，是一台多功能无人机。

2018 年 7 月， 陆长涛从贵

州大学机械设计制造专业毕业

后， 应聘成为信鸽科技硬件研

发部的一员， 目前主要的工作

就是组装、 测试专业无人机。

“一个人组装一台 MRCC 无

人机， 大约需要 3 至 4 天的时

间。 ” 陆长涛说，现在组装无人

机已成为他的一种乐趣， 团队

有新无人机设计出来后， 他将

按照方案进行组装。

陆长涛所在的贵州信鸽

科 技有 限公 司 于 2016 年 成

立，主要从事三维 GIS 产品服

务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软件系

统开发和集成、遥感、航空摄

影服务、摄影数据处理服务及

无人机研发制造。 近年来，得

益于贵州、贵安新区大数据产

业的蓬勃发展，该公司业务不

断拓展。

陆长涛说， 经过一年多的

学习， 现在自己算是一个熟练

的组装专业无人机研发人员，

希望自己研发的无人机飞行时

间更长更安全， 拍出的照片精

度也越来越高。

本报讯 6月 29 日， 贵阳贵

安融合发展政务服务通第六次

联席会议举行。 本次会议为视频

会议。

会上，参会人员研究了《贵

阳贵安召开“全省通办、一次办

成” 暨“贵阳贵安政务服务通”

改革工作清镇现场会方案》（以

下简称《会议方案》），听取了贵

阳市政务服务中心、贵安新区行

政审批局联合考察学习组赴京

津冀、长三角等地考察学习跨区

域“一网通办” 的《考察学习报

告》， 参会同志作了充分的交流

发言。

会议指出，要结合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 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会议方案》， 做好线下和线上

两套工作方案，报下一次联席会

议进行研究，确保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保障会议召开取得

成效。 另外，贵阳市政务服务中

心、贵安新区行政审批局联合考

察学习组要结合京津冀、长三角

等地跨区域“一网通办” 先进经

验和做法，进一步深化《考察学

习报告》， 为贵阳贵安政务服务

通和“一网通办” 提出具体可操

作的建议意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贵安新区市场监管局

持续开展食品安全整治行动

■相关新闻

研发人员陆长涛：组装无人机成乐趣

本报讯 6 月 29 日，记者从

贵阳投控集团获悉，截至目前，宾

阳大道延伸段（一期）道路工程

的三个标段全部开工建设。

该项目相关负责人张晓安

介绍， 目前一标段预制梁场 10

吨级龙门吊已安装完成， 钢筋

棚搭建也已完成， 正在进行主

线桥起点处桥台及桥墩的地勘

工作。 二标段金马立交高架桥

施工围挡区域内 ，2 号墩 、3 号

墩洗车池已投入使用。 另外，金

马立交高架桥已完成相关地勘

工作， 目前正在进行 2 号墩侧

人行天桥及路基挖方的地勘工

作。 三标段主要涉及清镇段路

基土石方开挖工作， 目前累计

开挖 7 万方。

据悉，全长约 3.6 公里的宾

阳大道延伸段（一期）项目，主

要包括上跨基本 农田 主线 桥

（约 700 米长）， 上跨金马路菱

形立交桥（约 400 米）等重要节

点。 该项目完工后，将有利于观

山湖区、 贵安新区和清镇市之

间的联系。

（实习生 张滢心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张薇）

宾阳大道延伸段（一期）项目

三个标段全部动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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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长涛在组装 MRCC 无人机。

贵阳贵安融合发展政务服务通

第六次联席会议举行

贵阳贵安联合考察组

赴京津冀长三角学习“一网通办” 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