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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贵阳市残疾人运动员集训启

动仪式在乌当区举行。

今年，市残联争取到彩票公

益金的支持，开展贵阳市残疾人

游泳、田径、羽毛球等单项运动

队的集训工作。10 月 10 日，市残

联启动选拔测试残疾人运动员

工作， 最终确定入选羽毛球、游

泳、田径集训队运动员共 30 人。

本次集训旨在为 2021 年全

国残疾人运动会做准备。届时，游

泳、 田径两支队伍集中训练 1个

月，羽毛球队集中训练 6个月。

据了解，“十三五” 期间，贵

阳市大力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

发展，实施“残疾人群众体育提

升” 项目，推动残疾人康复体育

和健身体育广泛开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2

2020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版式：龙震宇

▲10 月 20 日，2020 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1000 贵阳站暨贵

阳网球公开赛开幕式在贵州大学网球中心举行。 副省长王世杰

宣布赛事开幕，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

网球协会副主席黄玮，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

贵州省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吴涛，贵州广播电视台台长刘冲，

副市长魏定梅出席开幕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10 月 20 日，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向虹翔出席贵

阳市 2020 年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并为少先队辅导员代表颁

发聘书。 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石洪出席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10月 20 日，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孙绍雪在北京拜

访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并与有关领导座

谈。 同日还到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考察，并举行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政务简报

“杜熙是从市里下沉来督战

的，但实际上，他是我们的编外

‘小巷总理’ 。 ” 提起刚刚结束督

战工作的市委老干局关工委工

作处四级主任科员杜熙，大营路

街道党工委书记周雪竖起大拇

指说。

今年 7 月 16 日，杜熙作为贵

阳市 2020 年全国文明城市整改

攻坚督战队队员来到大营路街

道，开展文明城市常态化管理督

战工作。 从这一天起，杜熙主动

当上了辖区里的编外 “小巷总

理” 。

来到大营路街道的第一天，

杜熙就对辖区进行实地走访，发

现文明城市常态化管理工作还

需优化。

杜熙发现辖区内的云岩万达

广场没有设置母婴室。 于是，他

立即将此作为一个整改问题向

大营路街道办发出第一条督战

信息。 同时，杜熙找到万达广场

物业管理负责人袁琴，建议商场

应考虑到顾客的不同需求，增设

母婴室。 这既可满足部分消费者

的需求，又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文

明程度。

对于杜熙的建议， 袁琴也很

认可，并予以采纳。 8 月上旬，云

岩万达广场启用了新建的母婴

室。

“既然来了大营路街道，我

和大家就是一家人。 督战也是为

了做好文明城市常态化管理工

作，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 杜熙本

着这样的想法，每天向辖区居民

收集意见，和居民、街道办工作

人员一起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法。

7 月 25 日，杜熙从玉翠岭小

区居民处得知，该小区的建筑垃

圾池一直没有装门，风大的时候

用塑料布遮挡垃圾防尘效果不

好。 杜熙实地了解情况后，又向

大营路街道办发出督战信息，并

与大营路街道办工作人员一起

找到该小区物业，要求及时安装

垃圾池门。 没几天，该小区的建

筑垃圾池就装上了铝合金拉门。

8 月底， 杜熙听到居民反映，

在贵阳市文明城市常态化管理工

作的推动下， 半边街从原本的垃

圾遍地、污水横流、占道经营变为

干净卫生的街面， 但沿街的商店

门头因为年久失修， 让居民觉得

不仅观感极差， 而且可能产生安

全隐患。 于是，杜熙立即将此列为

督战信息。 随后，大营路街道办立

即派出该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刘

昊和杜熙一起， 用六天时间在半

边街组织工人， 和商铺老板一起

将沿街 121 个店铺门头进行统一

改造，让半边街焕然一新。

“其实，我在大营路街道是

以‘战’ 为主，既‘督’ 又‘战’ ，

以‘督’ 促‘战’ 。 ” 杜熙在大营

路街道开展督战工作的 53 天时

间里，发出了 600 多条督战信息。

对于群众提出的问题，杜熙和大

营路街道办的同事都坚守为民

初心，全力去解决，不断提升居

民的幸福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文明城市整改攻坚督战队队员杜熙：

服务群众践初心 提升居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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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1000 贵阳

站暨贵阳网球公开赛开幕式在

贵州大学网球中心举行，300 多

名全国职业选手和省市专业运

动员参加。

本次巡回赛贵阳站比赛时间

为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5 日，设置

男女单打、双打 4 个项目，单打正

赛设置 64 签位，双打正赛设置 32

签位。 目前，大赛已进入第三个比

赛日，张之臻、柏衍、逯佳境、韩馨

蕴等一众名将悉数参赛。

据了解， 中国网球巡回赛简

称 CTA，是中国网球界全新的、最

高级别的赛事， 也是国内首创的

网球 IP 赛事，打破了专业运动员

和业余运动员之间的壁垒， 打通

了全国网球选手职业晋升路径。

同时，CTA 分站赛分为 200 分站、

500 分站、800 分站和 1000 分站。

本次巡回赛贵阳站为 CTA1000

分站，属于国内的最高级别。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巡回赛

贵阳站将实行空场比赛。 央视体

育频道、 央视频、 央视体育客户

端将进行现场直播， 爱奇艺、企

鹅直播、 优酷等视频网站将对赛

事进行转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文 / 图）

2020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1000 贵阳站开幕式举行

图为 10 月 19 日举行的男子单打比赛现场。

这段时间， 贵州兴达兴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正加快砼智造工业

互联网平台 2.0 的上线和应用推

广， 目的是推进混凝土细分行业

的工业智能化改造， 带动产业链

企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融合升级和登云用云。

在贵州兴达兴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倪文勇看来， 公司能

在短短几年间从制造转变为 “智

造” ， 从生产型企业拓展为服务

型企业， 这与公司发展大数据密

不可分。

“70 后” 的倪文勇原来是一

名律师。 2008 年， 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接触到建材行业。 当时，与

他有业务关系的贵阳九新混凝土

工程有限公司正处于经营不善、

无法运转的状态。 经过多次考察

和深思熟虑后， 倪文勇收购了这

家即将倒闭的公司， 并成立贵州

兴达兴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让倪文勇意想不到的是 ，

2009年， 新公司刚成立不久便遭

遇危机，合伙人纷纷撤资，贵州兴

达兴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陷入困

境。

“入行前， 我完全是个门外

汉，对混凝土行业一窍不通。 遇上

危机，合伙人跑了之后，整个人也

懵了。 ” 倪文勇说。

后来，在国家相关投资计划的

刺激下，混凝土行业迎来了发展契

机，倪文勇也因此渡过了难关。

从 2010 年开始，贵州对生态

和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视， 这也让

倪文勇一直在思考，污染大、能耗

高的传统混凝土行业出路到底在

哪？ 与其被动转型， 不如主动求

变。 为此， 他多次到国外考察学

习，决心将公司转型为生态企业。

彼时，倪文勇投入 6000 多万

元， 把工厂里的传统设备全部换

成环保型装置， 这也让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粉尘大大减少，废料、废

水全部实现回收再利用。 生产线

的升级换代，不但美化了环境，而

且节省了人力成本。2011 年，贵州

兴达兴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为

“贵阳市第一批生态文明企业” 。

公司转型成功后， 倪文勇没

有就此止步， 在别的企业还在生

产低端混凝土时， 他开始关注产

品的精细化和高端化发展。

2015 年， 贵州省加快推进智

能制造及“互联网 +” 协同制造，

倪文勇知道后喜出望外。

“数字化转型，是未来传统制

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 倪文勇

说。 认识到这点后，他开始组建技

术团队， 着手研发高性能的大数

据生产平台。

2018 年， 由贵州兴达兴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 “砼智造”

高性能混凝土大数据云平台上

线。 该平台是一个包含电子商务

系统、制造执行系统、智能配送系

统的综合性行业平台， 可实现高

性能混凝土产业智能制造和大规

模个性化定制。 通过该平台，贵州

兴达兴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全年节

约人工成本近 200 万元， 产品不

良品率从 0.8%降至 0.27%，能源

利用率从 27.8%提升到 35.5%。

同时， 贵州兴达兴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依托该平台， 建立了无

人化工厂。 3 条混凝土搅拌生产

线实现集成化远程操控， 单班生

产操作人员由项目实施前的 15

人减少至 2 人， 实现了生产作业

的本质安全。

截至目前， 贵州兴达兴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得 “贵州省人

才基地 （贵州省砼智造及产业化

人才基地）”“国家级绿色工厂”

等称号，“砼智造” 高性能混凝土

大数据云平台被列为贵州省基础

设施“六网会战” 项目。

“下一步， 公司还将继续加

速平台的推广和业务延伸，推动

大数据、智能化与上下游产业链

的融合。 同时，加快构建供应链

金融服务体系，促进新型建材行

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 倪文

勇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蔡婕

贵州兴达兴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倪文勇：

主动思变谋转型

本报讯 10 月 20 日，记者

从市纪委市监委获悉， 今年以

来，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通过监

督检查， 发现扶贫与民生领域

问题线索 690 个， 立案 690 个；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368 人，移送

司法机关 6 人。

今年是全面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之年，贵阳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立足职责定位，以“护民生、

促脱贫” 为重点，采取“四个专

项” 工作措施， 即脱贫攻坚挂

牌督战等专项监督，农村饮水

安全专项监察，扶贫领域腐败

与作风问题等专项治理，脱贫

攻坚“四场硬仗” 监督检查等

专项行动，加大扶贫领域监督

执纪问责力度，全力护航脱贫

攻坚决战决胜，为全市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的

纪律保障。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还

积极深入基层农村社区、 扶贫

项目、贫困户，发挥显微镜探头

作用，以发现问题为导向，督促

相关职能部门整改落实， 确保

贫困户脱真贫、真脱贫。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全力护航脱贫攻坚

今年以来发现扶贫与民生领域问题线索 690 个

为 2021 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做准备

贵阳市残疾人运动员

开始集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