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 已核准以下单位的事

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 现予公告

（注销公告第 400205526期）

贵阳市南明区见龙社区服务

中 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12520102MB05408407）

南明区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局公告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已核准以下单位的事

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现予公告

（注销公告第 400205515期）

贵阳市南明区龙洞社区服

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20102MB05134715）

本报讯 10 月 18 日， 记者

从贵州省水利厅获悉，截至 9 月

底， 全省落实水利投资 307.91

亿元， 各项水利工作进展顺利，

全省水利工程供水保障能力超

126 亿立方米。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饮水安全挂牌督战、水旱

灾害防御和小水电清理整改“五

场大考” ， 全省水利系统深入践

行 “五步工作法” ， 大力推进见

人、见事、见时间、见责任、见终

端、见成效“六见” 作风转变，一

刻不停、一天不误、一步不错，苦

战实干， 各项水利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截至 9 月底，全省共落实

水利投资 307.91 亿元，完成 500

万元规模以上水利投资 215.98

亿元， 新开工三批中小型骨干水

源工程共计 46 个。

截至目前，全省水利工程供水

总保障能力达 126.03 亿立方米，

比 2019年末新增 2.33亿立方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我省前三季度

落实水利投资 307 亿元

水利工程供水保障能力超 126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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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国绿化委员会、 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 贵州省人民政府主

办的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展

示了我国生态文明和国土绿化建

设成就，56 个展园践行 “以自然

之道，养万物之生” 的理念，亮点

纷呈。

顺势而为

以绿色经济综合体为发展模

式，首次落户西部地区的都匀绿

博园采取 “范式传承、 顺势设

计” 策略，林木花卉为山水添绿

增彩，彰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生态气质。

“顺势而为，是本届绿博园设

计和建设的关键理念。 ” 上海复

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景观分院

执行副院长冯一民介绍， 绿博园

顺山势、依水势而建，就像给山水

做“微创手术” 。

绿博园有 1200 亩水面，靠水

生植物自然净化水体； 为动物栖

息地“留白” ，专门给鸟类留了一

座无人小岛，岛上种满果树；不破

坏原有地貌和植被， 采用地下电

缆隧道，不设置高杆路灯，照明系

统融入建筑和道路护栏中。

走进浙江园，园内的凉亭、小

桥、 瀑布与远处的青山绿水叠加

在一起，恰如一幅灵动的水彩画。

走进重庆园， 模块式垂直绿化等

展示了山城复合立体绿化新姿。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

林分院副总工程师唐进群认为，

以天然山水为本底， 造园兴绿却

不破坏山水之势， 是国土绿化高

质量发展理念的延伸。

变废为宝

岩石花园、昆虫旅馆、城市阳

台、苔藓涂鸦墙……走进上海园，

浓浓的绿色循环理念扑面而来。

负责展园设计的华东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所所长施

皓介绍， 上海园采用生态线性排

水沟和渗滤沟设计， 整个园区内

的雨水汇入地势最低的 “生态湿

地” 板块调蓄，利用土壤渗滤净化

和生物处理后，可用作景观、灌溉

和喷雾。

废弃的水泥管被做成花坛，与

鲜花绿地相得益彰； 废弃的瓦片、

木材和干草搭建起墙体，为昆虫营

造一个“家” 。施皓说，昆虫是生物

多样性的重要一环，昆虫旅馆为它

们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

西北展区的宁夏园、陕西园、

甘肃园等， 突出黄河流域生态建

设和高质量发展特色。 西南展区

的四川园，栈道用碳化竹板搭建，

屏风用竹编制， 营造出绿色生态

空间。

共生共荣

绿博园内， 已有 400 多种珍

稀花卉林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其中有不少适宜在贵州生长的各

地特色物种。

在贵州园， 巨型松果状的多

样性物种基因库让人耳目一新，

多样性物种基因库珍稀植物标本

墙展示了 100 多份植物标本。 解

说员向游客介绍：“生物多样性是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

础，绿博会传递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激励我们探

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

贵州黔南仅去年冬季， 就发

动群众营造当地特色的油茶、无

患子、 山桐子种植基地超过 5 万

亩，实现“社会得绿、企业得利、农

户得惠” 的共赢目标。

广东园突出介绍了 “大地植

绿、心中播绿、全民享绿” 的森林

城市建设理念。 上海园贯穿“人与

自然共生共荣” 的理念，参观全程

采用无障碍坡道，“花海梯田” 的

夯土根据水土流失状况及时调整。

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副站

长陈志华说， 绿博园建设跟国土

绿化一样，“三分种、七分养” ，除

了创新设计、精湛施工，更重要的

是完善养护管理， 国土绿化需要

人人参与。

新华社记者 齐健 刘智强

秋冬季是进补好时节，肉

类是大多数市民的首选。 那么

该多吃以猪肉为代表的红肉还

是以鱼肉为代表的白肉？ 哪种

更健康呢？

日常生活中，红肉指烹饪

前呈红色的肉，如猪、牛、羊等

哺乳动物的肉；白肉指肌肉纤

维细腻、脂肪含量较低、脂肪

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

肉类，包括鸡、鸭、鹅等禽类，

鱼、甲壳类以及贝壳类等。

据有关资料介绍， 适当

摄入新鲜瘦肉对于健康有好

处，但大量食用红肉，也会增

加心血管系统疾病患病风

险。 白肉中的核酸含量非常

丰富， 而核酸过多同样会导

致代谢性问题， 如可能引起

尿酸、嘌呤升高等问题，进而

可能影响到肾脏功能， 甚至

导致慢性肾脏衰竭。

贵阳市市场监管局建议

市民合理膳食、均衡营养。 要

做到这一点须注意食物多样

性。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食

物， 也没有一无是处的食物，

需要就是最好的。 没有所谓的

好或坏的食物，有的只是人为

导致的不合理饮食。 家居烹饪

红肉时，尽量蒸煮，少用油煎

油炸，可降低脂肪摄入。 吃红

肉时尽量搭配粗粮，丰富的膳

食纤维能增加肠蠕动，帮助及

时排出有害物质。 此外，吃肉

要多食水果蔬菜，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抗氧化剂、矿物质等，

能够促进机体新陈代谢，增强

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婧

植物性食物中毒一般是因

误食有毒植物或有毒植物种

子，或烹饪加工方法不当，没有

把植物中的有毒物质去掉引

起。 最常见的植物性食物中毒

含四季豆中毒、毒蘑菇中毒、发

芽马铃薯中毒、生豆浆中毒等。

贵阳市市场监管局提醒， 植物

性食物中毒没有特效疗法，尽

早排除隐患是有效的预防措

施。 以下是几种常见预防植物

性食物中毒的处理方法。

生的四季豆含有两种毒素，

分别为皂甙和血球凝集素，对人

体消化道有强刺激性，食用后会

引起中毒，通常是食用四季豆后

的 30分钟至 4小时内， 会出现

恶心、呕吐、腹泻、腹痛、头昏等

症状。预防四季豆中毒的方法很

简单，烹调前，去掉含毒素较多

的菜豆两头和豆荚，烹饪时充分

加热将四季豆煮熟。 炒食前，最

好用开水焯一遍。

发芽的马铃薯含有龙葵

素，对胃肠道有较强的刺激性

和腐蚀性，对中枢神经有麻痹

作用， 对红细胞有溶解作用，

可引起溶血。 通常每 100 克马

铃薯含 5 至 10 毫克龙葵素，不

会引起中毒，当马铃薯发芽或

者表皮变黑变绿，龙葵素含量

高达 500 毫克， 烹调时又未能

去除或破坏掉龙葵素，食用后

会发生中毒。 预防发芽马铃薯

中毒， 首先是储存马铃薯时，

应放在低温、无直射阳光照射

的地方，其次是不购买、不食

用已发芽、有青皮或黑绿色的

马铃薯。

大豆中含有胰蛋白酶抑

制素、细胞凝集素、皂素等物

质， 这些有毒物质比较耐热，

如果加热不彻底，毒素没有被

破坏，饮用后可导致中毒。 豆

浆在沸腾之前会产生很多泡

沫，有人误认为豆浆已经煮开

而停止加热， 饮用后容易中

毒。 预防豆浆中毒的根本方法

就是把豆浆彻底煮开后再饮

用， 豆浆煮沸后再持续加热 5

至 10 分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婧

本报讯 10月 20 日，第四届

中国绿化博览会系列活动之 2020

都匀毛尖（国际）茶人会在贵州

省黔南州举行， 会上公布了都匀

毛尖十佳企业品牌。

经过专家评审，被授予“都匀

毛尖十佳企业品牌” 称号的有：匀

山、摆忙高寨、黔枝御叶、螺丝壳、

梅渊、贵台红、贵山、贵天下、匀城

春、贵州味道。 本届都匀毛尖（国

际）茶人会上，签约茶产业招商项

目 18 个，共计为黔南州引进协议

总投资 5.47 亿元。

贵州种茶、制茶、饮茶的历史

悠久，茶文化源远流长、茶品质久

负盛名，目前全省茶园面积达 700

万亩、排名全国第一，全省茶叶加

工企业（合作社）5705 家，贵州作

为中国茶叶原料基地与加工中心

基本形成。 截至 9 月底，今年全省

生产茶叶 40.1 万吨、 产值 474.3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9.91% 、

9.88%。

作为贵州茶的典型代表之

一， 都匀毛尖茶在明清时期即为

“贡茶” ，1982 年被评为“中国十

大名茶” 。 2008 年都匀毛尖成功

进入欧盟市场，2020 年都匀毛尖

区域公共品牌价值从 2010 年的

13.78 亿元提升到 35.28 亿元。

2016 年以来，都匀毛尖（国际）

茶人会已成功举办四届， 旨在为

各地爱茶之人搭建沟通交流合作

平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

———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亮点扫描

2020都匀毛尖（国际）茶人会举行

都匀毛尖十佳企业品牌出炉

红肉白肉哪个更健康？

预防植物性食物中毒

提早排除隐患是关键

本报讯 来自国家统计局

贵阳调查队的消息： 今年前三

季度，随着疫情形势逐渐稳定，

贵阳市各项保供稳价措施成效

显现， 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

格涨幅回落， 贵阳市 CPI 涨幅

呈现下降趋势，9 月 CPI 涨幅回

落至 1.7%。

前三季度，贵阳市 CPI 同比

上涨 3.2%， 八大类消费品呈现

“四升四降” 。 其中，食品烟酒上

涨 12.8%， 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

2.8%，医疗保健上涨 2.0%，其他

用品和服务上涨 4.2%，交通和通

信下降 4.7%，衣着下降 2.5%，居

住下降 2.3%，生活用品及服务下

降 0.7%。

与全国相比，前三季度，贵阳

市 CPI 涨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上涨 3.3%）0.1 个百分点，在 36

个大中城市中排在第 11 位；与全

省对比，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上涨

3.5%）0.3 个百分点， 在 9 个市州

中排在第 6位。

（刘煜滢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杨源）

今年前三季度

贵阳 CPI 同比上涨 3.2%

� � 9 月 CPI 上涨 1.7%

相关新闻

持续近一周的深圳数字人民

币红包试点顺利收官， 通过 “幸

运者们” 的亲测，数字人民币终于

掀开了“神秘面纱” 。 数字人民币

的支付体验如何？ 消费者和商户

接受度怎样？ 从此次试点活动又

能窥见哪些数字人民币的 “庐山

真面目” ？

数字人民币测试结束， 支付

体验如何？

18 日 21 时 05 分，随着收银

员手中的扫码枪发出“滴” 的一

声脆响， 深圳市民李女士在罗湖

区一家超市花完了她数字人民币

钱包里最后的 59 元。

“花光数字人民币的那一

刻，竟然有些不舍。 ” 李女士告

诉记者， 她使用数字人民币在

便利店买了饮料， 去书店买了

书 ， 还在超市买了零食……分

多笔、有规划地使用，就是为了

多体验一下数字人民币钱包的

使用场景。 她每次当着众人的

面打开数字人民币钱包 ， 都会

引来诸多关注。

此次深圳市派发的 1000 万

元数字人民币红包， 以 “摇号抽

签” 的形式发放。 从 10 月 12 日

18 时开始，中签的“幸运者们” 开

启了“买买买” 的支付体验。 此次

试点活动于 18 日 24 时结束，超

过有效期未使用的红包会被收

回，因此不少人赶在周末才“恋恋

不舍” 地花光数字人民币钱包里

最后一分钱。

18 日 21 时，深圳市民赵全海

在加油站一次性花完了他数字人

民币钱包里的 200 元红包。“再不

用就过期了， 怎么也要来体验一

下。 ” 赵全海对记者说，“扫码支

付的体验和微信、支付宝差不多。

但不同的是，不受制于网络环境、

不用绑卡，比较通畅、快捷。 ”

深圳市相关部门 19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 截至 10 月 18 日 24

时， 有 47573 名中签个人成功领

取“礼享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 ，

使用红包交易 62788 笔， 交易金

额 876.4 万元。

支付系统改造后， 商户受理

情况如何？

深圳开展数字人民币红包试

点，目的之一便是刺激消费、拉动

内需。 深圳市相关部门提供的数

据显示，除了红包交易，部分中签

个人还对本人数字钱包进行了充

值，充值消费金额 90.1 万元。

为了支持试点期间数字人民

币的流通使用，深圳市罗湖区辖

内已完成数字人民币系统改造

的商户有 3389 家， 包括商场超

市、生活服务、日用零售、餐饮消

费等四大类。 消费者可以通过条

码支付或近场支付进行无门槛

消费。

“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给我

们提供了相关机具，我们只用升

级一下内部软件系统，没有增加

什么费用支出。 ” 华润万家（控

股）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品牌管

理总监姜艳告诉记者，目前深圳

市罗湖区范围内华润万家旗下

的 26 家门店， 均进行了收银系

统升级，收银人员全部进行了培

训。 截至 10 月 18 日 24 时，华润

万家共受理数字人民币支付金

额近 244 万元。

支持数字人民币消费必须进

行相关支付系统改造。 人民银行

副行长范一飞此前撰文称， 在数

字人民币流通过程中， 考虑到技

术基础和系统管理要求较高，可

由作为指定运营机构的商业银行

与其他商业银行及相关机构进行

合作， 在厘清责权利关系的基础

上， 共同向公众提供数字人民币

流通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 只有经过系

统改造、 具备能力的商家才能接

受数字人民币。 但改造成本不是

由商户承担， 而由推广运营机构

承担。 此次深圳试点活动既是对

数字人民币支付情况的测试，也

是对运营架构的一次检验。

通过此次试点活动可以看

出， 虽然数字人民币拥有独立的

App，但是由央行和指定运营机构

采用共建、共享的方式，共同开发

钱包生态平台， 同时实现各自的

功能特色。

数字人民币露出真面目，哪些

猜想被证明是“误读” ？

随着数字人民币钱包正式出

现在大众视野， 露出真面目的数

字人民币证明此前一些猜想是

“误读” 。

———数字货币不等于区块链。

正如此前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介绍， 数字人民币在研发工作上

不预设技术路线， 可以在市场上

公平竞争选优， 既可以考虑区块

链技术， 也可采取在现有电子支

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新技术，充

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法定数字货币不是数字加密

资产，也不拘泥于某种技术，不是

只有采取区块链技术才是数字货

币。 记者了解到，数字人民币在某

些环节的确采取了区块链技术，

但基于区块链的某些技术特征，

不适宜在零售环节应用。

———数字人民币对商户并非

强制使用。

按照现行规定， 商户不可拒

收现金。 尽管数字人民币定位于

替代部分现金，但支持数字人民

币消费必须进行相关支付系统

改造，所以对接受的商户有条件

要求。

一位参与数字人民币运营的

机构人士表示，数字人民币流通

和运行是市场化行为，需要运营

和服务机构提升客户和商户的

使用体验，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和创造性，确保数字人民币广泛

可得。

———数字货币不是要替代第

三方移动支付。

数字人民币在流通过程中，

需要支付链条上各方共同推进。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与京东数

字科技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共同

促进数字人民币落地应用。 蚂蚁

集团也透露， 积极参与数字人民

币研发试验。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

长春曾明确表示， 数字人民币是

“人民币的数字化” 。 作为纯公共

产品， 数字人民币将成为电子化

支付的重要补充， 而不寻求替代

哪一类支付方式。

新华社电

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收官

体验如何、结果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