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前不久举行的贵州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

贵阳市公安局乌当分局反恐大

队辅警先国志获得 “贵州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荣

誉称号。“这份荣誉不仅是我个

人的，更是对乌当公安民警、辅

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肯

定和鞭策。 ” 先国志说。

1995年， 先国志参军入

伍，在部队待了 8 年。 期间，先

国志荣获个人三等功 3 次、集

体三等功 2 次、8 次被评为“优

秀士兵” 、5 次被评为“执勤能

手” 、获“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3 次……2003 年 11 月，先国志

退伍回家。

退伍前， 先国志曾参与防

范“非典” 疫情工作。 那时，在

武警贵州总队服役的他被调派

到花溪区疫情防控一线。 “当

时，我对于‘非典’ 并不是很了

解，既然是上级的命令，就要严

格执行，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

要， 纵使面前是刀山火海也要

闯过去。 ” 先国志说。

退伍后， 先国志进入贵阳

市乌当区公安分局巡防大队，

成为一名辅警。

从士兵到辅警， 虽然身份

发生了变化， 但先国志为民服

务的初心一直未变。

去年，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

其来， 先国志被调往疫情防控

一线， 在高铁出站口对出站旅

客进行排查———早上 7 点到

岗，趁着高铁未到站的间隙，迅

速解决早中晚餐， 直到最后一

班高铁到站，才下班。 “能够为

国家和人民服务， 是一种荣

幸。 ” 先国志说。

每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这

是先国志所在执勤点的日常工

作。 去年春运期间，因为有晚班

列车到站， 先国志基本都是通

宵值班， 站在出站口迎着寒风

坚守着。

相对于被感染的危险，先

国志遇到更多的问题是许多旅

客的不解和不配合。 由于回家

心切， 先国志会遇到个别旅客

抱怨，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而先

国志和同事只能忍着。 好在大

部分旅客都能很好的配合排查

工作。

从 2020 年 1 月 10 日 开

始， 先国志在贵阳东站连续工

作了 245 天。 期间，照顾家中老

人和孩子的任务， 全都落到了

妻子肩上。 对此，先国志感到十

分愧疚。 但妻子和儿子都很理

解和支持先国志的工作， 每天

都打电话叮嘱他照顾好身体、

做好防护。

据介绍， 贵阳市公安局乌

当区分局高铁东站执勤点共有

52 名警务人员， 其中有 21 名

辅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大家恪尽职守，坚守在自己

的 岗 位 ， 累 计 排 查 旅 客 约

50000 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实习记者 李伟

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是一种荣幸

———记贵州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先国志

春节临近，在贵州金融城举行

的主题为“助经济 促发展” 的

2021 年新春年货节， 吸引了不

少市民前来采购年货。 榕江县

小香鸡、织金县竹笋、纳雍腌腊

制品等百余种全省农特产品受

到消费者青睐。

图为 1 月 19 日，市民在年货

节上选购年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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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9 日， 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 经过初步核算，2020 年，

贵州地区生产总值为 17826.56 亿

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4.5%， 经济运行呈现经济强劲快

速回升、产业支撑不断增强、需求

呈现积极变化、 民生保障有力有

效四大特点。

经济强劲快速回升。 2020 年

一季度，我省与全国一样，经济受

疫情的影响非常大， 一季度全省

经济下降 1.9%， 部分领域和行业

出现两位数下降， 特别是住宿和

餐饮业，下降幅度甚至达到 40%。

随着省委、 省政府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效应显

现，经济持续强劲回升，上半年扭

负为正，增长 1.5%。进入三季度以

后， 我省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又

相继实现扭负为正， 进一步夯实

了经济回升的基础， 前三季度经

济进一步提速为增长 3.2%， 全年

增长 4.5%。

产业支撑不断增强。 2020 年，

全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 深入实施农村产业革命和

十大工业产业振兴行动， 扎实推

进服务业创新发展十大工程，不

仅逐步夯实了高质量发展基础，

而且强化了短期经济增长的支

撑。 从农业方面看，全省茶叶、辣

椒、猕猴桃、刺梨等多个产业种植

规模居全国前列， 获得地理标志

农产品认证达 131 个， 主要农作

物耕、 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40% ，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过

50%，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

不断拓展，有力支撑了 2020 年种

植业总产值增长 7.7%、 农业总产

值增长 6.5%， 对全省经济增长形

成有力的正向拉动。 从工业方面

看，“千企改造”“千企引进” 的

成效明显， 促进了工业加快转型

升级，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煤

电烟酒等四个传统支柱行业增长

不错，2020 年，这四个行业合计增

加值增长 5.1%， 比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高 0.1 个百分点。

同时，一些新引进产业快速发展，

比如， 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6%，12 月当月增长 24.7%。 从

服务业方面看， 新业态加快培育

成长， 带动现代服务业保持较快

增长，1 月至 11 月，全省规模以上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增

长 115.7%， 研究和试验发展营业

收入增长 31.0%，对整个服务业的

支撑作用比较明显。

需求呈现积极变化。 从投资

方面看， 实体经济投资的力度在

加大，2020 年，全省工业投资增长

11.8%， 在投资中的比重比 2019

年提升 1.3 个百分点。从消费方面

看， 升级类消费回暖明显，2020

年，全省限额以上商品零售中，烟

酒类增长 82.1%， 日用品类增长

60.4%。从进出口方面看，2020 年，

全 省 进 出 口 总 额 比 上 年 增 长

20.6% ， 其 中 ， 出 口 总额 增长

31.9%， 出口总额增速是自 2015

年以来的年度最高增速。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刚刚过

去的 2020 年， 从中央到地方，都

把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作为

重大任务来抓， 这不仅是稳住经

济基本盘的需要， 更是保障民生

的需要。 从就业形势看，全省城镇

新增就业 61.64 万人，总量相当于

2019 年的 78.5%， 增量虽有所下

降， 但在特殊年份能达到这样的

水平，且逐季向好，为稳就业、促

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民生支

出看，2020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下降 3.8%， 但全省在坚持过

紧日子的同时， 继续加大民生投

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15.2%。 从居民收入看，全省城乡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

长分别为 4.9%和 8.2%，均比前三

季度提高 0.1 个百分点，呈现出逐

季提速的增长态势。 从消费价格

看，居民消费价格从一季度的 5%

涨幅回落到 2.6%， 特别是食品价

格的涨幅回落比较明显， 对居民

基本生活也形成利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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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强劲快速回升、产业支撑不断增强、需求呈现积极变化、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2020年贵州经济运行呈现四大特点

本报讯 1 月 19 日， 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20 年，我省粮食总产量

1057.63 万吨，较上年增长 0.61%，

连续九年稳定在千万吨以上。

发布会上， 国家统计局贵州

调查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 贵州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工

作， 积极落实各项支农惠农、种

粮补贴等政策， 继续深入推进农

村产业革命， 加快粮食全产业链

现代化建设， 大力提高粮食安全

保障能力和水平， 粮食生产再获

丰收。

我省去年粮食生产主要呈现

以下三个特点———

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产量双

增长。 2020 年， 贵州坚决把粮食

安全摆在首要位置 ， 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全

力以赴稳定粮食生产。 全年粮食

播 种 面 积 为 2754.14 千 公 顷

（4131.20 万亩）， 较上年增长

1.65%， 高于全国增幅 1.05 个百

分点； 粮食总产量 1057.63 万吨，

较上年增长 0.61%。

夏粮增产是拉动全年粮食产

量增收的重要力量。 2020 年，贵州

夏粮产量 251.67 万吨， 同比增长

7.61%。其中，冬小麦产量 33.37 万

吨， 同比增长 1.18%； 豆类产量

7.30 万吨，同比增长 5.64%；夏收

马铃薯产量 209.39 万吨， 同比增

长 8.87%。贵州夏粮面积及产量均

实现较大幅度双增长， 为全年粮

食稳产增产奠基了坚实基础。

粮食产量连续九年稳定在

千万吨以上。 数据显示，自 2012

年以来， 我省粮食产量均超过

1000 万吨。粮食产量连续九年稳

定在千万吨的好形势来之不易，

得益于省委 、 省政府的高度重

视 ， 各地区各部门的重视与支

持，各级农业部门务实高效的工

作，广大农技人员和农民群众的

辛勤劳动。 尤其是 2020 年，全省

上下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粮食生产，积极应对疫情灾情

影响，提前落实各项灾前防范措

施，做好常用物资储备 ，统筹人

力 、物力 ，组织农机具 、烘干设

备， 跨区域开展抢收、 晾晒、烘

干、储存等系列工作，确保粮食

丰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贵州粮食产量连续九年稳定在千万吨以上

本报讯 1 月 18 日，2021

年贵阳市疫情防控储备医务

人员培训班在贵阳市公共卫

生救治中心下坝院区开班。

培训班由市卫生健康局

主办、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

心承办，旨在提高贵阳市级医

院医务人员新冠肺炎救治工

作水平，积极应对冬季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

此次培训将分批次对医

务人员进行轮训， 每期 3 天。

培训学员为贵阳市级医院疫

情防控储备梯队医务人员，共

计 3150 人。 培训形式为现场

授课、实战演练、理论操作考

核等。 授课老师围绕舆情引

导、新冠肺炎诊疗方案、院感

防控策略、 重症患者护理、医

务人员个人防护、隔离病区工

作流程等，对受训学员进行了

培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张梅）

本报讯 1 月 19 日，记者从

贵阳市卫生健康局获悉，截至目

前，全市已累计为重点人群接种

7万多剂新冠疫苗。

为应对疫情压力， 防范疫

情，我市从去年 12 月起 ，启动

了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重点接种人群具体为：涉进

口冷链物品的口岸一线海关检

验检疫人员，口岸装卸 、搬运、

运输等相关人员， 国际和国内

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因公、因私

出国工作、学习人员，面临较高

境外疫情风险的边境口岸工作

人员，医疗卫生人员，隔离场所

工作人员，政府机关 、公安、武

警、消防、社区工作者 ，物业 、

水、电、暖、煤、气相关人员，交

通、物流、养老、环卫、殡葬、通

讯相关工作人员，年龄应为 18

岁至 59 岁之间， 共接种两剂，

两剂间隔 14 天至 28 天。

据市 卫生 健康 局党 委 书

记 、局长梁显泉介绍 ，从长远

看 ， 防范疫情更多的依靠疫

苗 ，而不是隔离 ，所以要对疫

苗的接种做好充分准备。 本次

使用的疫苗为新冠病毒灭活

疫苗。 灭活疫苗整体上是安全

的，它只有短期风险 ，比如可

能造成过敏或局部疼痛等，但

这不是新冠疫苗独有的，所有

疫苗都这样，比如脊髓灰质炎

疫苗、甲肝疫苗等。 市民不要

太纠结疫苗的保护率 ，目前来

说，疫苗覆盖率比保护率更重

要， 提高疫苗对人群的覆盖

率 ，整体就会起到很好的防护

效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本报讯 1 月 19 日，记者从

相关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市总工

会将推出四大举措，鼓励外省籍

员工留在贵阳贵安过春节。

开展“筑城送温暖” 专项活

动。 市总工会将安排不低于 2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外省籍员工

在贵阳贵安健康、安心过年。 各

级工会将广泛开展走访慰问活

动，为外省籍员工发放米油等物

资及新春红包。

丰富文体旅活动。 市总工

会将购买爱奇艺、喜马拉雅 VIP

会员卡赠送给外省籍员工，并

通过直播和录播的形式， 举办

插花、整理、烘焙等线上培训课

程。 同时，开展“送万福 进万

家” 活动， 向职工赠送春联和

“福 ” 字；通过读书云平台 ，开

展 线 上 “我 们 的 节 日———春

节” 微视频展示活动，丰富职工

的节日生活。

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全市各

级工会组织将多渠道、多平台开

展政策法规宣传，深入企事业单

位认真排查因劳动关系等引发

的不和谐因素，采取有力措施依

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同时，畅

通信息渠道，在节假日期间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零” 报告

制度。

丰富节日年货供应。 “筑工

惠” 平台将在春节期间开展“四

送” 迎新春普惠活动，即送文化、

送保障、送优惠、送温暖。

此外，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还

将在严格遵守各地疫情防控相

关要求的基础上，开展形式多样

的文体旅活动，营造关心关爱外

省籍员工的良好氛围。

（黄茜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杨鸿）

贵阳市重点人群累计接种新冠疫苗七万多剂

2021年贵阳市疫情防控

储备医务人员培训班开班

市总工会四举措鼓励外省籍员工就地过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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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9 日， 记者

从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获悉，

该支队全面开展扬尘污染综合

整治专项行动。

行动中， 市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建立了督导指导、 联合督

查、 专项执法和联动管控四项

工作机制，严查重点案件、环卫

保洁服务企业、 建筑工地和其

他扬尘污染行为。

期间，该支队主要领导带

领督查队员，坚持问题导向 ，

采取时间、 对象随机督导形

式 ，深入工地 ，重点查看在建

工地道路扬尘 、 裸露沙石等

工地管理情况 ； 巡查重要路

段环境卫生情况 ， 并现场督

促各责任队伍立案查处 。 针

对贵阳市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

报中涉及的问题和案件 ，联

合 、指导各区立查立处 ，责令

责任企业立即整改 ， 对整改

不力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合计罚款 16 万元 。 与环卫 、

绿化监管部门共同组建 6 个

督查组 ， 分别对 6 城区环卫

保洁情况进行督查， 发现保

洁履职不到位的企业依法处

罚 、督促整改，并要求各督查

组见事、见管、见罚、见量。 截

至目前， 联合督查组共发现

环卫保洁服务企业违规问题

50 余起 ， 责令现场 整改 40

起 ， 下达现场处罚决定书 9

份，合计罚款金额 9000 元。

同时，市、区两级队伍在开

展文明施工及扬尘污染整治专

项检查中， 对城区内在建工地

进行全覆盖检查， 对施工围挡

不规范、施工车辆带泥上路、未

设置车辆冲洗设施等行为，一

律严格按程序从严查处。

此外，市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还指导 、 督查各区执法队

伍，全面开展建筑工地扬尘管

理专项督查。 截至 1 月 18 日，

各区队伍采取定点检查与机

动巡查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设

置卡点检查各类渣运车辆 380

余车次，劝返不规范运输车辆

35 车次， 查处违章运输车辆

22 车次； 查处各类占道经营

1000 余起。

（刘小莉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汤利）

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专项整治扬尘污染

市民反映

部门回应

接到市民反映后， 记者前

往花果园金顶山路口看到，在

距金顶山路口公交站约 10 米

处的人行道上， 立有一处长约

10 米的施工围挡， 使得原本并

不宽敞的人行道只能容下一人

通过。 围挡里堆放着几十包装

满东西的编织袋和一些施工材

料。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联系到

云岩区头桥街道办事处， 得知

该处堆放的施工材料是附近准

备修建过街天桥而留下的。

“这段路的人行道被占很

久了。” 正在公交站候车的张女

士说，附近有学校、公交站，人

流量大，过路时很不方便。

云岩区头桥街道办事处城

管部副部长张兴发表示， 经核

查， 过街天桥施工方是中建四

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但由于

投资方贵州中建南明投资有限

公司存在资金难问题， 导致该

处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为尽快解决市民 “行路

难” 问题，1 月 12 日，头桥街道

办事处城管部执法人员向施工

方和投资方分别下发限期整改

通知， 要求一周内将施工材料

运走，尽快迁移围挡。

在头桥街道办事处城管部

的督促下，1 月 13 日，贵州中建

南明投资有限公司已将施工材

料全部清运；1 月 18 日，占道围

挡被拆除移走， 因施工留下的

坑洼路面也已修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欧阳春城

施工材料占据金顶山路口人行道

相关部门督促整改还路于民

近日，家住花果园的杨女士

向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反映，花

果园金顶山路口一处人行道堆

放一批建筑材料， 道路被占，只

够一个人走，太不方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