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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8 日，家住大营坡的庄海与往

常一样，7 点 30 分左右赶到位于白云区

的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8 点准

时开始交班、查房、处置病患。 忙完病房

的事，庄海又来到发热门诊查看情况。

庄海是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 （主持工作）， 妻子钟艿

妤在中国移动贵阳分公司上班，三岁的

女儿庄芊仪上幼儿园，夫妻两人虽然忙

碌，但一家人其乐融融。

“文明的家庭，应该做到爱祖国、懂

礼仪，热爱工作、尊老爱幼、奉行节约、和

睦相处。 ” 庄海说。

在平时的工作中，庄海任劳任怨、认

真负责，经常参加社区及医院组织的义

诊活动，主动下到社区为老年人做健康

管理。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 作为医生，庄海积极响应号召，主动

报名上一线。“我本身是搞感染专业的，

奔赴抗疫一线责无旁贷、理所应当。 ” 庄

海说。 2020 年 2 月 11 日，庄海随贵州省

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奔赴湖北鄂州开展

工作。

庄海认为，医生的职责不仅是治疗，

更多的应该是帮助、安慰、关怀患者。 在

援鄂期间的一次查房中， 他发现一位老

年病患在隔离病房里， 沉默寡言， 吃饭

和睡眠的情况都不好。 庄海尝试与其沟

通，但老人就是不说话。 经询问得知，老

人唯一的儿子也在隔离治疗， 他非常担

心，心理负担大。

“每次查房，我就多预留几分钟陪

老人家聊天， 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早

日战胜病毒。 ” 庄海说，此外，他还帮老

人剃须， 当时穿着防护服、 戴着两层口

罩和护目镜操作， 剃须花了半个小时。

慢慢地， 老人的焦虑缓解了很多， 脸上

也有了笑容。

在援鄂期间， 庄海多次进入危险区

域救治患者，还获得了“鄂州市荣誉市

民” 等荣誉称号。

庄海与妻子钟艿妤感情融洽。 庄海

工作任务重、在院时间多，照顾家庭的重

任就落在妻子身上。“我一直尊重和支持

他，医生的工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钟

艿妤说， 当她知道庄海写下援鄂的请战

申请书时，她表示理解和支持。“老公，希

望你恪尽职守、勇于担当，家里一切有我

呢，等你凯旋！ ” 2020 年 2 月 11 日，庄海

被批准紧急出征湖北，临行前，钟艿妤含

着眼泪为丈夫鼓劲加油。

与此同时，庄海的母亲也来到贵阳，

并告诉儿子不要担心，她会与儿媳妇一

起照顾孙女，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疫情

防控工作中。

如何经营好一个家庭？ 在庄海夫妇

看来，要传承中国的优良传统，也要与

时俱进；夫妻之间应该和睦相处，相濡

以沫，遇事多沟通；对待双方父母要有

孝道，多一点关心体贴；对待孩子要充

分给予成长的空间，注重礼仪、意志力

的锻炼。

庄海夫妇十分重视对女儿良好的道

德品质和生活学习习惯的培养，要求女

儿做到的，自己必先作表率。 在家庭生

活中，夫妻俩

经 常 与 女 儿

沟通交流，告

诉 孩 子 一 些

做人的道理， 使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

教育。

庄海的女儿今年三岁， 每次庄海下

班回家，她都会跑到爸爸身边说：“爸爸

辛苦了，我给你捶捶背” 。

庄海说， 女儿受家庭教育的影响，

很有爱心, 对医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有一次走在马路上，看到一只流浪小狗

走路一瘸一拐的，女儿立即说“爸爸你

是医生，你快救救小狗狗” 。 庄海对女

儿说“爸爸是给人做治疗的，不会治疗

小狗，但是我们可以把小狗狗带到专门

兽医医院去治疗” 。 随后，一家人把小

狗送到宠物医院进行救治。

“女儿当时特别高兴，她觉得自己

帮助了小狗。 虽然她还小， 并不知道医

学是一门特殊的专业， 但是我希望她传

承下去。 ” 庄海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丈夫一线抗疫 妻子后方分忧

———记贵州省文明家庭庄海家庭

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获悉， 贵州拟推动一批旅游优

强企业上市融资，在“十四五” 期间实

现上市“零突破” 。

1 月 14 日， 我省召开了旅游企业

上市工作会议。 会议强调，旅游产业是

我省重要支柱产业， 是支撑我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州拟

制定推动旅游企业上市工作计划，细

化时间表和路线图， 扎实推动各项工

作。 同时，认真梳理上市工作进程中需

省、市、县各级政府解决的问题，由上

市领导小组对问题进行分析研判、统

筹解决。

下一步，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将按照

《关于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旅游

产业化建设多彩贵州旅游强省的意见》

要求，围绕上市工作目标制定切实可行

的工作计划，统筹解决企业上市进程中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扶持一批竞争力强

的龙头企业， 推动优强企业上市融资，

共同推动我省旅游企业在“十四五” 期

间实现上市“零突破”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本报讯 记者 1 月 19 日从全省税

务工作会议上获悉，“十三五” 时期，

贵州税务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新增

减税 357 亿元，90%的涉税业务实现网

上办理。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取得圆满

成功。 国地税从 “合作” 走向 “合

并” ，116 个税务局分批挂牌， 精简机

构近千个，精简编制 2000 余个，全部

社保费和 17 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

门征收。

税制改革纵深推进。 全面完成营改

增，市场主体减税 294 亿元，个人所得

税新法实施， 自然人减税 57.33 亿元，

环保税、资源税、耕占税等 8 个税收新

法实施。

税费收入协调增长。 征收税收收入

11548.45 亿元，比“十二五” 时期增长

51.4%， 年均增长 4.5% ， 征收社保费

826.1 亿元，征收非税收入 662.49 亿元。

减税降费惠企利民。 新增减税 357

亿元，办理出口退税 117 亿余元，有效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 新增涉税市场主体

112 万户，较“十二五” 翻一番。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出台优化营商

环境“15 条禁令”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73%的办税事项 “容缺办

理” ，75%的涉税业务一次办结，90%的

涉税业务网上办理。

脱贫攻坚积极有为。6051 名干部扎

根脱贫攻坚一线，投入帮扶资金 1.5 亿

元，引进帮扶资金 7.3 亿元，结对帮扶

的 2 个贫困县、546 个贫困村、5.2 万个

贫困户、21.43 万名困难群众全部脱贫

摘帽。

支持抗疫成效明显。 5593 名党员干

部一线战疫， 捐款 194.57 万元支持抗

疫，精准帮扶 1216 户重点企业、1963 个

重大工程项目复工复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虹飞）

本报讯 1 月 19 日， 贵州 2020

国家钻级酒家授牌仪式举行，我省 20

家企业被授予国家钻级酒家牌匾。

2019 年，我省出台餐饮业上规提

质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三年内评定

国家级钻级酒家 100 家” 的目标。

2020 年，全省餐饮业积极主动加

强企业内部建设， 建立健全规章制

度，加强员工队伍培训，争评钻级酒

家。 评审过程中，省外专家和本地专

家针对餐饮企业的建筑特点、设备设

施、菜品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

严格的现场评定。 当年，全省共有 30

余家店参与， 其中 20 家企业通过初

评，参与申报国家钻级酒家。 最终，4

家达到国家三钻级标准，7 家达到四

钻级标准，9 家达到了五钻级标准。

截至目前， 全省共有 30 家餐饮

企业被评为“国家钻级酒家” ，其中

贵阳市占 29 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庭静

实习记者 罗凤琴）

贵州 20家国家钻级酒家挂牌

本报讯 日前，贵阳孔学堂第二

届迎新春征联大赛拉开帷幕，面向社

会征集春联。

本届迎新春征联以“迎新春佳节

展时代风貌” 为主题，内容需反映新

时代贵阳发展、 展示贵州人文精神风

貌、体现新时代美好气息、弘扬社会正

能量、体现春节喜庆祥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时间为即日起至本月底，

春节前夕公布评选结果。通过初评、终

评后，将选出 30 副优秀春联。

征联要求对联字数以七字联为

宜，最多不超过十二字，符合联律，有

横批； 每人投稿作品数量不超过 5

副；严禁抄袭，谢绝集句联参赛。 投稿

仅限线上，参赛者可通过孔学堂微信

公众号下载征联大赛投稿表，完整填

写后，发送至邮箱 kxtzlds@163.com。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实习记者 舒锐）

贵阳孔学堂征集

牛年春节对联

“十三五” 时期税务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贵州九成涉税业务可网上办

本报讯 近日，贵阳市督办督查

局会同市消防支队、市应急管理局组

成督查组，联合督查全市冬春火灾防

控工作。

为切实抓好冬春火灾防控任务

落实，有效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

险，督查组采取实地暗访、随机抽查

等形式，重点了解云岩区、南明区、

花溪区、白云区、乌当区、观山湖区 6

个主城区的冬春火灾防控情况，涵

盖了幼儿园、小学、背街小巷、老旧

小区、大型商场、小型超市、建筑工

地等场所。

从督查情况看， 各区均及时举行

消防安全专题会议， 对火灾事故防控

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进一步加强

重点行业消防安全管理， 并持续开展

了“背街小巷” 综合治理和消防安全

督查工作。目前，全市冬春火灾防控工

作已全面铺开， 但各责任单位和地方

在责任落实、火灾风险隐患整治、硬件

设施建设和宣传发动上仍存在问题，

火灾防控形势仍不容乐观。

督查组强调， 全市各级各有关

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站位， 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 市政府的决

策部署上来，坚决克服侥幸心理，牢

固树立久久为功、 坚持不懈的责任

意识，将消防安全工作制度化、常态

化、长效化。 要进一步加快整改，紧

紧围绕省、 市下达的重点工作任务

进行责任分解， 明确具体的责任单

位和完成时限，层层落实责任。建立

健全消防、应急、教育、市场监管、住

建等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对城中村、

中小学校、大型商超、在建工地、娱

乐场所等重点场所进行拉网式联合

行动，推动隐患问题快速整改，将事

故苗头打压在萌芽状态。 要进一步

强化宣传，创新宣传方式，发挥宣传

作用，加大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等重

点人群和人员密集重点场所的宣传

和教育， 形成市民主动学习消防知

识、主动关注消防安全、主动整改消

防隐患的氛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贵阳三部门联合督查

冬春火灾防控工作

贵州拟推动一批旅游优强企业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