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讯 1 月 18 日 、19

日，观山湖区计生协、区红十字

会组成慰问组开展“生育关怀·

送温暖” 慰问走访活动。

慰问组一行先后深入到百

花湖、金华、云潭等镇（街道）

的部分村组慰问对象家中，将

慰问金、冬被、米、油等慰问物

资送到计生困难家庭户手中。

每到一户， 慰问组都亲切地与

计生困难家庭人员交谈， 详细

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 身体健

康等方面情况， 鼓励他们要照

顾好自己， 保持乐观的生活态

度，坚定生活信心，勇敢面对困

难，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

据悉， 此次活动共慰问走

访 6 个镇（街道）的 19 户计生

困难家庭， 为他们送去近 2 万

元的慰问金和慰问物资。

（潘远兴 李世红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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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第八届先进

制造业大会发布“2020 中国先进

制造业百强园区” 榜单，贵阳高新

区成功入选。

中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园区评

选基于全国 218 家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与 168 家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数据，从经济实力、

创新潜力、融合能力、产业聚力、

绿色动力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总

结得出了“2020 中国先进制造业

百强园区” 榜单。从榜单的总体情

况来看，2020 中国先进制造业百

强园区中有 63%的园区位于东部

地区，20%的园区位于中部地区，

10%的园区位于西部地区，7%的

园区位于东北地区。

2020 年， 贵阳高新区大力发

展以中高端制造、 中高端消费为

重点， 深度融合大数据技术的实

体经济，已聚集中航发黎阳、林泉

电机、振华新材料、时代沃顿、中

晟泰科等一批中高端制造骨干企

业， 区域呈现活力增强、 提档升

级、创新示范的良好态势。

据悉， 贵阳高新区是贵州省

首家国家级高新区和唯一的人才

特区， 是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

集聚区和“1+8” 开放创新平台之

一。 建区以来， 高新区先后获批

“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家科技

创新服务体系建设试点”“长江

经济带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

区” 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易颖）

贵阳高新区入选

中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园区

“哪个同学知道‘五个认同’

包含哪些内容？ ”

“老师，我知道，包含认同伟

大祖国、认同中华民族……”

日前， 在息烽县小寨坝镇黑

神庙小学开展的 “五个认同” 主

题活动上， 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 正通过观看民族团结进步视

频、参与互动问答等方式，了解民

族团结进步相关知识。

“我们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作为辖区中小学、 幼儿园及职校

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

开展国旗下讲话、 主题班会等形

式多样的活动， 让民族团结教育

进入课堂， 营造了中华民族一家

亲的良好氛围。” 小寨坝镇副镇长

聂培军说，小寨坝镇总人口 38723

人，少数民族群众占 4.2%。 目前，

根据各中小学、 幼儿园及职校制

定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校园工

作方案， 镇里建立了少数民族学

生台账， 认真落实学生应享受到

的相关优惠政策。

这只是小寨坝镇助力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小寨坝镇把民族团结

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大

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

辖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守

望相助。

“我是彝族 ，彝族主要分布

在川 、黔等地…… ” 近日，在小

寨坝镇“民族团结进步” 主题党

日活动上，小寨坝镇入党积极分

子熊浪向大家说起了本民族的

故事。

像这样的活动，在小寨坝镇每

个月都有，自贵阳市开展创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工作以来，小

寨坝镇共开展主题活动 10 余次。

为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

活动向纵深推进， 小寨坝镇党委

带头，各党支部齐发力，其中，复

兴居委会党支部创新社区管理方

式，创办了“励志超市” ，将“民族

团结进步”“邻里互助” 纳入居规

民约，定期对辖区的 1021 户 3198

人进行评比，促进民族团结；小寨

坝镇亲戚寨村村民自发组建了一

支“民族团结进步” 志愿服务队，

为辖区需要帮助的留守儿童、残

障人士、 孤寡老人等困难群体提

供上门服务。

下一步， 小寨坝镇将紧紧围

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 主题，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

民族团结进步活动， 以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为契机， 坚持文化

引领，丰富创建内涵，纵深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李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本报讯 1 月 20 日， 记者从

清镇市“两会” 上获悉，2020 年，

清镇市财政部门积极发挥财政职

能作用，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始终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

的重中之重，扎实做好“六稳” 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努力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工作中，清镇市积极落实“六

稳”“六保” 各项工作任务，全年

保基本民生支出达 14.5 亿元、保

工资支出 23.8 亿元、保运转支出

1.5 亿元，确保了社会稳定、维护

了市场环境、提振了市场信心。 投

入资金 5539 万元保居民就业，3

万余人享受到了公益性岗位、社

会保险、 就业培训等惠民补贴政

策。出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

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措施》，

创新融资服务支持企业， 有效解

决企业融资难， 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有序复工复产，297 个项目共获

金融机构授信 97 亿元。 全年投入

553 万元保粮食能源安全和产业

链稳定。 向上积极争取直达资金

9.7 亿元， 确保直达资金惠企利

民。 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累计

拨付防控经费 1.1 亿元， 重点用

于医疗救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

体系等项目建设。

在全力保障脱贫攻坚、 污染

防治、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方面，清

镇市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精

准施策，实施挂牌督战，安排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 6312 万元，用于精

准脱贫和精准扶贫； 全年累计发

放涉农补贴项目 32 项 1.5 亿元；

组织实施一事一议年度项目 98

个，项目覆盖 9 个乡镇、45 个行政

村、70 个村民组 （自然村寨），2

万余人从中受益。 投入资金 7.3

亿元，全力保障污水监控及治理、

河道整治、农村环境整治、垃圾处

置、污染源排查及整治、大气污染

整治和监控、 河长制推行等项目

的实施， 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在

97%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

标率 100%。 充分发挥债券资金稳

投资的作用，拉动经济上行。

今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

清镇市将进一步树牢 “过紧日

子” 的意识， 在努力提高经济质

量、 支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

接、促进农村产业发展、补齐新型

城镇化短板、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

方面给予重点保障，为实现“一百

两千三区” 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王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本报讯 1 月 18 日， 记者

从白云区获悉， 该区去年新增

市场主体 6125 户， 同比增长

33.12%。

去年以来，白云区市场监管

局深入推进市场准入便利化，持

续推动 “证照分离”“多证合

一”等各项改革，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 提

高审批效率，依托贵州政务服务

网开办“一网通办” 平台，实现

企业开办申请“一次提交、信息

共享、同步办理、限时办结” 。 在

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一网通办”

窗口，免费为办事群众办理外网

企业登记申请，个性化为企业提

供公章刻制、申领发票和税控设

备、员工参保登记等业务，并提

供延迟服务。 不断优化普通注销

制度，继续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

记，为前来办理注销的企业详细

介绍简易注销流程，为市场主体

退出市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

通道。

（洪源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本报讯 近日，清镇市食安

办、市场监管局邀请清镇市人大

代表、 政协委员和检察院检察

官，深入乡镇集市“面对面” 监

督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工作，

进一步规范农村食品经营秩序，

夯实农村食品安全基础。

在监督治理过程中， 每到

一处，代表、委员、检察官都认

真了解经营者进货渠道、 详细

查看索证索票、 仔细核对标识

标签、 询问经营者掌握食品安

全知识的情况和监管部门日常

监管的履职情况。 通过面对面

交流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检查

情况，代表、委员、检察官对清

镇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意识、

工作措施和工作落实情况给予

充分的肯定， 同时也提出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

此外， 市场监管局还通过

调查回访等方式， 调查广大市

民对涉食品安全行政执法、监

督抽检、信息公示、投诉举报、

日常检查等方面工作是否满

意，广泛听取市民意见和建议，

为进一步切实履行好食品安全

监管职责，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夯实基础。

下一步，清镇市食安办、市

场监管局将认真梳理和分析代

表、委员、检察官提出的宝贵意

见和建议， 切实改进工作方法

和工作措施，强化履职尽责，勇

于担当作为， 不断提升食品安

全风险管控能力和水平。

（杨厚信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李春明）

本报讯 1 月 19 日， 南明

区委宣传部与区委党史研究室

联合启动 “我心向党———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征

文活动， 征集纪念建党 100 周

年文章，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本次征文活动到 4 月 16

日截止， 征文内容以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南明区在

新时期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中所取得的各项重要成果、发

生的重大事件、 重要历史节点

等为背景， 通过作者亲历、亲

见、亲闻的讲述，回顾来时路，

展望未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活

动旨在通过具有思想性、 教育

性、真实性和可读性的文章，弘

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

爱中国共产党的主旋律， 传递

社会正能量， 凝聚起大力实施

“强省会” 五年行动计划，奋力

谱写新时代贵阳贵安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和不断开创南明事业

发展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据悉， 征文作品体裁以记

实描写为主， 可是回忆录、散

文，切忌小说、诗歌、评论等体

裁，要求语言精炼生动，情真意

切， 富有感染力。 每篇征文在

3000 字以内，可配图 2 至 4 幅，

并注明图片出处及内容。 作品

以 word 格式为准，可通过电子

邮件发送至投稿专用邮箱 ：

2796482336@qq.com， 联 系 电

话：85293633。

征文经评选后，被“甲秀南

明” 微信公众号及其他相关区

级媒体采用的文章， 南明区将

给予相应的稿酬， 并向市委党

史研究室推送。 市委党史研究

室选定后， 还将在贵阳市融媒

体平台上刊发文章并编入 《记

忆贵阳: 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亲

历记》一书，给予作者稿酬并赠

送样书。

（张雪建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冉婷林）

清镇市——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凝心聚力奏响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息烽县小寨坝镇开展民族团结工作一瞥

本报讯 1月 19 日， 南明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全员核酸检测应急

演练活动在山水黔城九组团中心广

场举行， 通过演练进一步提高全区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能力， 加强

核酸检测应急队伍建设， 提高全区

全员核酸检测和采样操作能力。

此次演练现场设置了等候区、

缓冲区、核酸检测采样区、隔离留观

区等多个区域。 演练活动模拟了南

明区后巢乡某小区发生新冠肺炎聚

集性疫情，按照区指挥部要求，要在

最短时间内对该小区居民开展核酸

采样，并完成送检和样本检测。演练

内容包括快速反应、 采样点设置和

人员分配、群众动员及信息登记、现

场核酸采样、样本转运、医疗废物清

理和现场消杀等环节。

图为专业卫生人员为参加演

练的群众采集咽拭子标本。

（邓婷婷 张宇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冉婷林 文 / 图）

南明区举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演练

南明区启动

“我心向党” 征文活动

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白云区新增

市场主体 6125 户

同比增长 33.12%

本报讯 冬季是用火用电

事故多发季节， 为有效预防消

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观山湖区

观山街道日前组织开展 “九小

场所”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当天，工作人员对辖区各

餐饮店、便利店等人员密集场

所进行排查，重点排查了店内

消防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应急

照明设施及灭火器配置是否

齐全有效等，并现场测试了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室内消火栓

的运行情况。 此次排查共检查

了 20 余户商户， 并指出其中

未达标的 2 户商户相关问题，

要求其按照规定时限落实整

改。

下一步， 观山街道将要求

各场所负责人继续严格落实各

项消防安全制度， 加大消防安

全培训力度， 增强消防安全意

识，认真开展“九小场所” 火灾

隐患自查自纠， 确保消防设施

正常运转。

（辛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开展慰问走访活动

清镇市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观山湖区观山街道———

排查“九小场所”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