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 月 21 日，贵阳重

返“秋高气爽” 的好天气。 贵阳市

气象台预计， 这样的晴好天气将

持续 3 天，不过昼夜温差大，气温

在 7 到 21℃之间， 市民仍需注意

防寒保暖。

具体预报为 22 日夜间到 23

日白天， 多云到晴， 气温 9℃～

20℃；23 日夜间到 24 日白天，多

云，气温 9℃～21℃。

据气象专家介绍， 昼夜温差大

在这个时节尤为明显。 白天太阳升

起后气温快速回升， 午后还有点

“热” ，等到晚上的时候，由于天空

没有云层的遮挡， 白天地面吸收的

热量反射到空中， 导致近地面气温

明显下降，清晨时人们会格外冷。也

就是说， 昼夜温差大的原因是少了

床“云被”的遮挡。

气象专家提醒， 这个时节防寒

保暖很重要， 中老年人及小孩需适

时增减衣物；用电取暖时，切记要注

意安全， 防止电线负荷过大造成燃

烧；用煤取暖时要保持室内通风，避

免排烟不畅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石奎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张晨 文 / 图）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三

餐不仅要美味可口， 更要健

康安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饮食观念的转变， 人们

对家庭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

关注。 贵阳市市场监管局建

议，家庭在购买食材、烹饪食

物以及食物保存过程中，注

意以下六个环节———

环节一：食材购买。预包装

食材看清保质期；鱼、肉等生鲜

食品以及冷冻食品建议最后购

买；鱼、肉等带汁食品勿与其他

食品混装。

环节二：食品保存。 需要

冷藏和冷冻的食品购回后应

立即放入冰箱；肉和鱼放入塑

料袋或容器中，其肉汁勿与其

他食品相触；肉、鱼、鸡蛋等食

品，处理前后均应洗手；冷藏

温度应在 4℃以下， 冷冻温度

应在－4℃以下。

环节三：烹调前。 蔬菜等

食材应用流水清洗； 生肉、生

鱼等食物不要直接接触水果

等生食食品或烹调完的食品；

切生肉、生鱼的砧板和菜刀要

注意消毒。 冷冻食品的解冻，

应提前 12 小时置于冷藏室解

冻；急于解冻时，可置于微波

炉用微波解冻；解冻后应立即

烹饪， 不要反复冷冻和解冻。

抹布和毛巾要用开水煮沸后，

干燥再使用。

环节四：烹调中。 烹制食

物要注意烧熟煮透，肉和鱼等

都需要充分加热，食品中心温

度至少要达到 80℃且时间达

一分钟以上。 再次食用的食物

一定要彻底加热。

环节五：进餐时。 应洗净

双手； 注意使用干净的餐具；

做好的菜肴，不要长时间在室

温下放置。

环节六：剩食处理。 尽量

不要吃隔夜菜， 最好现做现

吃，杜绝浪费。 如果不可避免，

在处理剩食过程中，处理前要

洗手，吃剩的食物要放于清洁

的容器里保存，隔夜菜应放冰

箱冷藏保存。 剩菜尽量在重复

加热 1 次至 2 次内就吃完，避

免反复加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婧

保障家庭食品安全

注意六个关键环节

本报讯 10 月 20 日，贵阳

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收到了一

封来自千里之外的感谢信，字

里行间充满着真情实意， 表达

了对贵阳人民、 贵阳民警的感

激之情。

9 月 24 日晚上 10 点左右，

来自吉林省珲春市的王先生到

贵阳出差， 乘车时不慎将自己

放有身份证、银行卡、现金、衣

物等物品的双肩包遗忘在了共

享出租车上。 到酒店办理入住

登记时， 王先生才发现双肩包

遗失，无奈之下，拨打了 110 进

行求助。

接到求助电话后，贵阳市

公安局观山湖分局金岭派出

所值班民警向雷带领队员立

即赶往现场。 了解情况后，向

雷将王先生接回派出所，立即

安排综合指挥室的辅警对王

先生下车点附近的监控进行

逐一排查。

经过排查， 最终找到了王

先生乘坐的车辆。经多方联系，

出租车司机将包完好无损的送

到了派出所。

“贵阳人民、贵阳民警，都

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感谢

信中，王先生为贵阳人民、贵阳

民警点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珲春市民寄来感谢信

点赞贵阳民警

贵阳晴好天气将持续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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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1 日，记者

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10 月 23

日至 11 月 23 日， 贵州省民生

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 （省发展

改革委） 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2021 年贵州省 “十件民生实

事” 征集活动，希望全省广大人

民群众和网民朋友积极参与，

献计献策。

此次征集活动， 旨在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最大

程度广纳民意、汇聚民智，遴选

出人民群众关切、 社会关注的

民生实事， 切实解决好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困

难与利益问题， 更好地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本次征集内容可涉及教育

供给、医疗事业、就业增收、社会

保障、养老托幼、居住条件、环境

质量、文化生活、城市服务、便民

利民等重点领域，可以是体现人

民群众更加美好生活需要和愿

望的事项，也可以是人民群众的

“烦心事、忧心事、揪心事” 未得

到切实解决的事项以及其他民

生事项等。

具体征集要求为体现普

惠性，提出的事项应具有公益

性 ，且群众受益面大，覆盖面

广 ；突出可行性 ，提出的事项

应立足实际和财力可能，原则

上应当是当年可以完成或者

能够取得阶段性成效的事项；

注重获得感，提出的事项应围

绕群众最关心 、最盼望 、最急

需解决的需求，能让大多数群

众看得见、摸得着、易感知、得

实惠。

征集方式包括信函投递、网

上征集和电子邮件。 其中，信函

投递可邮寄至省发展改革委建

设项目管理处（地址：贵阳市云

岩区延安中路 110 号， 邮编：

550004）； 网上征集可登录贵州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fgw.guizhou.gov.cn） 进

入首页“公众参与” 栏的“网上

征集” 填写相关信息；电子邮件

可发送到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建设项目管理处的邮箱：

gzsmsgc@163.com， 并请署明建

议人姓名、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

等信息。联系人为宋颖、赵梦婷，

联系电话为 0851--85285385。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2021年贵州“十件民生实事”

征集活动明日启动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前三季度，我省主要经济指标

向好。

前三季度， 随着我省种植业

结构调整成效持续显现， 畜牧业

生产稳定恢复，林业、渔业生产实

现较快增长， 全省农林牧副渔业

增加值达 1930.20 亿元，同比增长

6%。 其中，在畜牧业生产方面，前

三季度，全省生猪存栏 1252.77 万

头， 同比增长 12.1%。 生猪出栏

1115.89 万头，下降 4.3%，但降幅

已比上半年收窄 2.3 个百分点。全

省前三季度的肉类产量增速由负

转正， 猪牛羊禽肉产量 134.80 万

吨，同比增长 1%。

前三季度， 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7%。 19 个重

点监测的行业中，有 12 个行业实

现正增长。 全省在统的 317 个工

业产品中，有 158 个实现增长，增

长面达 49.8%。

前三季度， 全省服务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2.9%。 服务业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51.0%。商品

房销售也已由负转正， 全省商品

房销售面积 3834.38 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 2.1%。与此同时，我省旅游

业也逐步恢复，前三季度，全省接

待旅游总人数达到上年同期水平

的 47.4%；旅游总收入达到上年同

期水平的 38.7%。

前三季度， 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1%。 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投资增长 49.7%；第二产业投

资增长 12.6%，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13.1%； 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3.3%。

其中， 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

增长 13.1%。

前三季度， 全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 民生类商

品零售较快增长， 线上消费保持

快速增长。

前三季度， 全省进出口总额

385.12亿元，同比增长 22%。 其中，

出口总额 317.99亿元，增长 39.9%；

进口总额 67.13亿元，下降 24%。

前三季度， 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262.88 亿元。 其中，住房

保 障 支 出 121.42 亿 元 ， 增 长

9.9%；农林水支出 654.54 亿元，增

长 4.2%；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

出 26.8 亿元，增长 15.6%。

前三季度， 全省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5652 元， 比上年同期

名 义 增 长 6.8% ， 比 全 国 平 均

（3.9%）快 2.9 个百分点。 按常住

地分，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26959 元，名义增长 4.8%；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826

元，名义增长 8.1%。

前三季度， 全省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 3.5%。 构成居民消费

价格的八大类中， 食品烟酒类价

格上涨 13%， 其他用品和服务类

上涨 3.2%， 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

涨 1.5%， 医疗保健类上涨 0.9%，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下降 0.3%，衣

着 类 下 降 1.4% ， 居 住 类 下 降

1.6%，交通和通信类下降 4.3%。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前三季度我省主要经济指标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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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1 日傍晚，贵阳的天空被落日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