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钢职工宿舍旁

垃圾成堆

油榨街道办事处已组织清运

本报讯 近日，市民肖女士向

贵阳市网络问政平台反映，南明区

嘉润路贵钢再生水厂项目旁垃圾

成山，长期无人清运，到处是苍蝇

老鼠，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

7 月 28 日上午，记者来到贵钢

再生水厂项目附近看到，在贵阳特

殊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宿舍区旁，

破沙发、塑料袋、旧衣服等生活垃

圾堆积成山，四周杂草丛生，一条

约四米宽的通道被散乱的垃圾占

了一半， 空气里飘散着一股酸臭

味。 尽管职工宿舍区还有人居住，

但记者在附近并没找到垃圾桶。

“这些垃圾已经有半年多了，

因为没有集中收集垃圾的地方，附

近居民只能乱丢，我们从早到晚不

敢打开窗户，太遭罪了。 ” 住在职

工宿舍区的肖女士告诉记者，她之

前向油榨街道办事处反映过多次，

却被告知不归办事处管。

油榨街道办事处公共管理办

公室负责人张洁说，因贵钢职工宿

舍片区在贵钢再生水厂工程的规

划红线内，所以垃圾清理应由再生

水厂施工方负责。

在问政平台介入下， 油榨街道

办与贵钢再生水厂施工方协商后达

成一致，由该办事处为职工宿舍区配

备垃圾桶，负责该区域拆迁过渡期间

的垃圾日清工作。 7月 28日下午，该

办事处组织环卫工人清理了周边垃

圾，并在现场配置了两个垃圾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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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市委副书记、市

委政法委书记、 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向虹翔走访慰问武

警贵阳支队， 并看望慰问生病住院的困难退伍军人以及参加文

明城市创建的观山湖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人员。他强调，要充分

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做好退役军人就业以及军

人家属就业帮扶、子女入学入托的服务工作，以实实在在的行动

举措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7 月 31 日， 向虹翔先后出席全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座

谈会、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聘任暨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

赛颁奖仪式。他强调，广大退役军人要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大力

弘扬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砥砺奋进，

积极投身就业创业新战场，争当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建

设者和推动者；全市上下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努力开创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新局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章婧）

政务简报

“与人为善，善莫大焉” 。

友善即与人为善，要求人们善

待亲友、他人、社会、自然。 友

善是公民优秀的个人品质，是

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和社会关

系的道德纽带，更是维护健康

良好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

与此同时，友善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个人层面

的内容， 无论身处哪个阶层、

从事哪个行业，公民都应当将

友善作为基础性价值理念。

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

文化的交融，人们的交往范围

越来越大， 交流也越来越频

繁。 友善作为人们沟通相处的

基本准则，有助于建立良好的

个人关系和企业关系。

一句温馨的问候、一个意

外的惊喜，都有助于增进家人

之间情感交流、提升家庭成员

的幸福感。

友善交流的态度、与人为

善的宽厚，可以增进陌生人之

间的了解，从而推动相互之间

的进一步协作。

为了自身的快乐、 家人

的幸福、社会的融洽，我们每

个人都应当深入理解友善的

力量与价值， 自觉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自身

的道德修养， 共同构建文明

和谐社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整理

本报讯 7 月 25 日，本报

报道了观山湖区贵阳轨道交通

1 号线阳关站 D 出口旁一处自

建民房负一楼垃圾成堆， 严重

影响市容市貌的问题。 7 月 30

日，记者回访时发现，该处的垃

圾和污水仍旧没有被清理。

当天下午 4 点， 记者在现

场看到， 此前散落在垃圾箱周

围的垃圾及旁边空地上的垃圾

已被清理， 环境卫生整洁了许

多。但走近后可以看到，该民房

负一楼的垃圾和污水未被清

理， 只是暂时用一大块广告布

盖了起来，以防新增垃圾入池。

记者注意到， 墙上的塑料排污

管一直往负一楼排放污水，臭

气四溢。

观山湖区长岭街道办事处

城管队员骆海军说：“我们已

经多次尝试联系该民房的房

东，但至今无人出面，用广告布

遮挡实属无奈之举， 只能暂时

避免新垃圾入池。 要彻底解决

问题还是需要对整栋楼的排污

系统重新进行规划设计， 并且

希望房东能同意将负一楼进行

填埋。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争取

尽快把问题解决。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实习记者 杨鸿）

走进清镇市红枫湖镇右七

村，平整宽敞的篮球场、活动广

场上，有村民在锻炼身体；统一

的蓝顶民房错落有致， 各家各

户门前的硬化路干净整洁；田

地里， 是一片片的蔬菜基地和

种植大棚……

2007 年以前， 右七村还是

省级一类贫困村， 人均可支配

收入不到 2000 元。经过 10 余年

的发展， 现在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16000 余元。 近年来，右七村

还获得了“全国文明村”“贵阳

市卫生村寨” 等荣誉。

“近年来，右七村除了村容

村貌、 生活条件和产业结构发

生巨大变化外， 村民的思想和

行为也悄然改变。 ” 右七村党支

部书记刘光富说， 以前村里的

基础设施条件差， 村民卫生意

识薄弱， 大部分村民都不太愿

意在指定地点投放垃圾， 更很

少有村民主动管护卫生环境。

2015 年以来， 右七村坚持

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

工作来抓，制定村规民约，并通

过村民大会、远程教育平台、道

德讲堂、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新时代农民讲习所” 、村综合

文明服务中心等，大力开展“除

陋习、树新风” 活动，持续开展

“诚信农民”“文明家庭”“星

级文明户” 评比和创建活动等，

推动村风持续向好。

同时， 右七村通过党员带

头，发动村民参与组建环境卫

生整治志愿服务队、环境卫生

治理监督小组，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全面清理房前屋后

环境 、美化房屋立面 ，完善环

卫设施，修建农村污水收集处

理设施，推进“厕所革命” 等，

有效地杜绝了“脏、乱、杂” 等

现象。

“一开始 ，村民们不是很

习惯， 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

以及村里持续推进环境整治

活动的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

开始每天主动收拾庭院，自愿

参与打扫公共区域卫生，思想

和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

刘光富说。

疫情防控期间， 村民张清

珍自发采购消毒设施， 定期对

自家房屋及周边环境进行消

毒， 尤其对村民活动广场更是

上心。 “这没有什么稀奇的，现

在大家都会主动爱护环境，只

有环境卫生、 安全， 大家才会

好。 ” 张清珍说。

村民韦良云说：“现在卫生

条件变好了， 连两三岁的小孩

都知道， 要把手里的零食包装

袋放进垃圾桶里了。 ”

“平时 ，我们还通过开展

丰富多彩的节日民俗活动、文

化娱乐活动，营造文明和谐的

氛围，增进村民之间的情感和

交流， 帮助村民树立文明、和

谐、喜庆 、节俭的现代节日理

念 ， 促进全村的精神文明建

设，展现良好精神风貌。 ” 刘光

富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庭静

本报讯 7月 30 日，记者从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的专

题研讨会上了解到， 贵阳市拟立

法规范管理地下空间的开发利

用，经过反复研究、实地调研、反

复修改， 目前，《贵阳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条例（草案）》已形成。

据了解，目前我市地下空间建

设规模约为 2000 万至 3000 万平

方米。已修建的人防工程多与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相结合，实现战备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市人大常委

会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全市地下空

间开发利用还存在技术标准尚未

整合、管理分散和职责不清、缺乏

系统开发利用等问题。

据介绍， 由于缺少专职地下

空间调查及信息化建设机构对地

下空间进行基础调查， 造成我市

地下空间底数不清、情况不明。 目

前地下空间现状情况分散在不同

的管理部门，数据共享不足、沟通

不畅、统计口径和标准不一致，导

致地下空间出现开发利用层次比

较单薄、 地下空间之间互联互通

不足、 城市地下空间与地面空间

协调不足等问题。

记者从研讨会上了解到，目

前形成的 《贵阳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条例（草案）》共 7 章 58 条，

结合贵阳市现状，以规划为统领，

围绕地下空间资源高质量开发和

可持续发展，对管理体制、规划、

用地、建设、利用等全流程进行了

系统规定。

会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

行业专家高度评价贵阳市在规范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工作中所作的

努力， 认为通过立法统筹管理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 将有效拓展城

市发展空间，全面提升城市功能，

缓解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土地和

交通压力， 对贵阳市大力实施高

水平对外开放， 实现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我市拟立法规范管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贵阳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条例（草案）》形成

清镇市红枫湖镇右七村——

村容村貌变化大 文明村寨风貌新

本报讯 7 月 31 日，贵州省

“全省通办、一次办成” 首批 671

个事项上线，可以满足企业和群

众“就近交件、远程办理、邮政送

达” 的办事需求，标志着贵州政

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取得阶段性

成果。 这是记者从贵州省“全省

通办、一次办成” 首批事项新闻

发布会暨上线仪式上获悉的。

据了解，为提高全省政务服

务标准化、协同化、智能化水平，

奋力推进 “全省通办、 一次办

成” 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贵

州依托全省统一的办事指南模

版，对省市县乡村五级部门 71.5

万余个政务服务事项进行细化

规范，加快统一省市县三级同一

事项的名称、时限、材料、流程等

要素，为“全省通办、一次办成”

奠定了坚实基础。

省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饶晓亭

介绍， 首批上线的 671 个事项主

要围绕群众呼声高、获得感强、优

化营商环境三个重点方向，公安、

市场监管、教育、医保等领域的高

频事项均纳入通办范围， 占本部

门审批服务事项比例分别为

51.19%、44.72%、40.19%、33.33%。

其中， 公安领域事项涉及 6

个警种 41 个事项， 如交警车驾

管业务梳理 31 个通办事项。 省

药品监管局“全省通办、一次办

成” 改革事项清单中，省级通办

事项 19 个， 市县级通办事项 24

个， 占总服务事项的 36.6%；率

先开展执业药师的 “首次注册、

再次注册、变更注册、注销注册”

4 个事项试点运行， 目前已办理

284 件；从往年的办件总量来看，

预计下半年仅“执业药师注册”

事项办理就将惠及 2000 多家企

业、3000 余名群众。

据了解，为抓好通办事项的接

件、收件、受理工作，我省在贵州政

务服务网基础上建设 1 个全省通

办系统，支撑“全省通办” 不同类

型业务的全流程办理。全省县级以

上政务服务大厅共设置通办窗口

717个，并统一配置高拍仪、身份证

读卡器、 高清摄像头等基础设备，

实现通办窗口覆盖率 100%、 人员

到位率 100%、 设备配备完成率

100%。 同时，为保障线下通办事项

资料传输、一次办成，还设置了“邮

政速递窗口” 109个。

“全省通办、一次办成” 从 4

月份试运行以来，全省累计办理

通办事项 27 万余件， 节省申请

人跑腿次数 20 余万次， 累计节

约群众办事成本 3000 余万元。

“‘全省通办、一次办成’ 改

革是对政府工作流程的系统性重

塑，力争年底前把‘全省通办、一

次办成’ 事项占比提高到 50%。 ”

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汤向前说，

按照省政府的总体部署， 下一步

还将在集成办理、跨省办理、全流

程网上办理等方面继续努力，通

过推进业务专网系统的整合融

通，部门工作流程的连接贯通，实

现更多事项 “一次收件、 系统分

发、并联办理” ，进一步推动政府

效能大提升，实现让群众少跑腿、

数据多跑路， 让企业少花时间跑

手续，有更多的时间“跑市场” 的

改革目标，为做好“六稳” 工作、

落实“六保” 任务，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打赢两场战役

作出积极贡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成琼）

“全省通办、一次办成” 首批 671 个事项上线

贵州省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人友善 共建文明社会

本报讯 “地上污水太脏

了，过路都不好过。” 近日，有热

心市民反映， 南明区蟠桥路存

在占道经营、 路面低洼处有积

水、环境卫生需要改善等情况。

7 月 31 日上午，记者在蟠

桥路看到，每隔一段距离就有

玉米叶、 绿色塑料袋等垃圾。

在蟠桥路 22 号一单元楼下的

垃圾桶旁，堆放着一些纸张及

细小垃圾，道路旁的卫生环境

也不太好。 路面有多处坑洼，

大多积存着黑色的污水，有时

过路车辆还会将污水溅到行

人身上。

“这还算好的，你往里走

嘛，下脚的地方都没得。” 市民

周发强说， 这条街都是卖菜

的， 但希望商家能规范经营，

不要占道经营， 不要乱扔垃

圾、乱倒污水。

“我们只能尽力劝阻。 ”

一名正在执法的城管队员说，

他们每天都要劝导摊贩不要

占道经营。

记者发现，虽然商家在道

路两旁有固定的经营区域，但

有不少商家将摊位延伸到道

路上。 尽管执法人员每天都进

行劝离， 但执法人员离开后，

商家又会继续占道经营。

“保持路面卫生环境不仅

是环卫人员的职责，也是我们

大家的责任。” 市民陈波说，希

望大家尊重环卫人员的劳动

成果，共同爱护环境卫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虹飞 实习记者 杨雪梅）

占道经营、垃圾乱堆、污水横流———

南明区蟠桥路整体环境需改善

镜头对准死角

全国文明城市整改攻坚

进行时

观山湖区上寨村一民房负一楼的垃圾仍在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 月

31 日， 百余名市民走进武警贵

阳支队，参加 2020 年“军营开

放日” 活动， 参观军事科目展

演、国防教育宣传展板、连队内

务建设等，亲身体验野战炊事，

共叙军民情谊，共谋融合发展。

图为武警贵阳支队特战中队官

兵正在进行特种战术展演。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摄

武警贵阳支队开展“军营开放日” 活动

7 月 15 日上午 8 点不到，贵

阳市白云区驻六盘水市水城县对

口帮扶工作组办公室里， 帮扶工

作组组长刘中强已经准备好相关

材料， 准备出发前往白云区对口

帮扶项目点。

“今天要去看的是花戛乡食

用菌产业链项目， 路程大约有

120 多公里，前几天下大雨，有些

地方可能会遇到塌方需要绕路，

所以得提前走。 虽然有点远，但

这个项目从平场施工到现在建

成投产， 我们去了八九趟了，路

况很熟。 ” 坐在帮扶工作组车上，

刘中强介绍道。 里程表显示，两

年时间里，这辆车已累计行驶 11

万余公里。

今年 39 岁的刘中强是白云

区平台公司贵阳蓬莱城乡发展

有限公司项目部主管。 2018 年 4

月， 根据白云区委组织部安排，

他被选派到水城县开展驻点帮

扶工作。

地处六盘水市腹地的水城县

总面积逾 3600 平方公里，2017 年

底贫困发生率为 15.88%，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 51800 余户 18.7 万

余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按照白云区对口帮扶水城县

脱贫攻坚工作方案要求， 刘中强

到岗第一件事， 就是与帮扶工作

组同事一起， 积极主动对接水城

县、白云区两地的相关责任部门，

开展交流互访 20 余次，搭好“桥

梁” ，根据水城县需求，协调整合

资源， 促成开通白云到水城精品

旅游线路、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

云医院结对水城县人民医院开展

帮扶义诊活动、 水城百余名贫困

人口赴白云区参加区人社局组织

的职业培训等。

为了了解水城县县情乡情村

情民情，帮扶工作组每周都要专

门抽出时间，到乡镇、村居开展

走访。 各走访点之间距离遥远，

且很多都是险峻的盘山公路，山

体滑坡、塌方、夜间大雾、吊桥结

冰……这些情况， 大家在走访途

中都遇到过。 “不深入乡镇和村

寨，进到贫困户家中，就不能真正

了解贫困户的需求。 ” 刘忠强说。

经过 4 个多月的实地走访，

帮扶工作组在保障安全的情况

下， 走访了水城县 25 个乡镇、街

道，100 余个贫困村，300 余户贫

困户。

帮扶项目方面， 针对白云区

结对帮扶水城县以来投入 1300

余万元资金实施的十个帮扶项

目，刘中强每一个都多次细致对

接落实。 龙场乡精品水果种植项

目、陡箐镇入股水城县黔之英鞋

服有限公司 “三变” 改革项目、

花戛乡食用菌产业链项目、海坪

街道海坪小学建设项目……一个

个涉及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项目陆续

建成投用了。

刘中强还及时将走访中收集

到的相关需求上报到白云区对口

帮扶指挥部，白云区结合实际，制

定了“结对子” 携手脱贫攻坚帮

扶方案。 2019 年 5 月开始， 全区

19 家相关单位、 区属平台公司对

水城县 10 个乡镇的 30 个贫困村

进行“结对子” 帮扶，根据各村实

际需求开展补短板工作。

帮扶工作组和白云区工商联

共同发起 “白云区资助水城县高

中生” 活动倡议，27 家白云区非

公企业参加， 出资 20 万元资助

100 名品学兼优贫困学生。

区蓬莱公司和区担保公司帮

助解决水城县扶贫制衣工厂缺少

订单的问题， 主动订购 400 件棉

衣并捐献给当地贫困村民。

2019 年底， 水城县贫困发生

率降至 1.5%，提前一年实现脱贫

摘帽， 但刘中强与帮扶工作组的

同事仍不敢松劲。 在帮扶项目全

部建成的基础上， 刘中强今年把

工作重点转移到帮助水城县打开

农特产品销售渠道等工作上。

在距离水城县 230 余公里的

贵阳家中， 刘中强还有两个未成

年的孩子， 长期不能回家的他有

些愧疚。“现在是脱贫攻坚的关键

时刻，既然来了，就要全心全意干

好。 ” 刘中强说。

今年 7 月，在贵州省 2020 年

脱贫攻坚“七一” 表彰大会上，刘

中强获得 “全省脱贫攻坚优秀共

产党员” 荣誉称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进村入户问民需

全心全意抓帮扶

———记全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刘中强

通 知

致贵澳时代广场（中影贵安国际影视城）项目广大业主：

我司为保障广大业主租金权益，根据[商铺租赁合同]

对贵澳时代广场（中影贵安国际影视城）项目进行二次装

修，为开业做准备。同时为帮助广大业主尽快顺利办理不动

产权证书，我司现场根据审批方案划定界址点，采用“无分

隔墙时取界址点点间连线” 方式，进行房产销售测绘，办理

不动产确权等相关手续。

广大业主有什么意见、建议，请向我司反馈，联系电话：

0851-83873328，截止时间：2020 年 8 月 5 日止。

特此通知

贵州宝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2020年 7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