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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20 日， 记者从

白云区获悉，2020 年，该区积极融

入新发展格局， 实施高水平对外

开放， 持续把开放成果转化为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全年新签

约产业项目 44 个，实际到位资金

103.61 亿元， 新签约产业项目开

工率达 100%，新签约产业项目投

产率达 65.9%。

2020 年以来， 白云区全力推

进高水平开放， 积极抢抓西部陆

海新通道建设、 亚太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

国家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

等重大历史机遇， 配合贵阳综保

区建好都拉营国际陆海通物流港

建设，区位优势愈发凸显，开放水

平进一步提升。 去年，“筑城海关

支持白云区外经贸发展十条措

施” 逐渐落地见效，白云区充分依

托贵阳高新区、 贵阳综保区两个

国家级开放平台， 大力发展现代

物流、商贸、冷链产业，支持中铝

铝业、贵州岱高、景浩科技等企业

发展进出口业务，预计完成 10900

万美元，同比增长 10%；实际利用

外资预计完成 15400 万美元，同

比增长 13%。 强化招商引资方面，

白云区紧盯北上广深等重点地

区，积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

去年新签约产业项目 44 个，实际

到位资金完成 103.61 亿元， 新签

约产业项目开工率达 100%，新签

约产业项目投产率达 65.9%。

同时，为让企业项目留得住、

落得实，白云区进一步深化改革，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实施“放

管服” 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

项由 117 项精简至 80 项，审批时

限由 355 天压缩至 79 天以内；政

务服务事项网办率达 76.43% ，

“全程网办零跑腿事项” 812 项，

占比率达 93.12%； 区政务服务中

心新办证大厅建成投用，设置“全

省通办、一次办成” 窗口 22 个，入

驻单位从 28 家增至 37 家， 办理

事项从 285 项增至 2785 项；完成

37 家单位标准化流程审批， 形成

“标准统一、 异地受理、 远程办

理、协同联动” 的“全省通办、一

次办成” 的政务服务新模式，政务

服务便捷度持续提升。

2020 年， 白云区通过深入实

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各项行动，

全面提升招商引资项目代办服务

效能，营造出重商亲商、安商优商

的良好氛围。 截至 2020 年 12 月

底， 白云区共拨付各级企业扶持

资金 21894.6 万元，兑现招商引资

企业优惠政策资金 12675 万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白云区去年签约产业项目 44个

签约项目全部开工，投产率达 65.9%

本报讯 1 月 25 日，记者从

贵阳高新区获悉，2020 年度贵阳

市区（市、县）政务服务中心专项

工作目标考核成绩出炉， 贵阳高

新区再次荣获一等奖，在全市 13

区（市、县）考核评比中位列开发

区第一。至此，贵阳高新区已连续

八年获得市级政务服务专项目标

考核一等奖。

2020 年，贵阳高新区以打造

一流的政务服务品牌为目标，以

“全省通办、一次办成” 改革为

抓手，不断推进全区政务服务效

能、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建设，全

面提升服务环境。 2020 年，贵阳

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各窗口累

计受理各类事项 563547 件，办结

563472 件，办结率达 99.99%（未

办结件为承诺件，均按规定时限

正在办理）。

据介绍，下一步，贵阳高新

区将再接再厉 ，紧紧围绕“以

高质量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的总体目标， 进一步构建完善

政务软环境， 全力打造政务服

务升级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本报讯 1 月 25 日，白云区

关工委开展 2021 年春节慰问留

守儿童困境儿童和困难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活动。

活动中， 慰问组一行先后来

到麦架镇、都拉营街道等地，为留

守儿童、 困境儿童和困难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送去慰问金和医

用口罩等慰问品， 鼓励孩子们在

逆境中鼓起信心、好好学习。孩子

们说，将克服困难勤奋学习，早日

学有所成，长大后回馈社会，去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此次活动以“暖冬关爱行，

情暖稚子心” 为主题，白云区关

工委牵头， 区总工会、 团区委、

区妇联，以及中黔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贵州仁都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贵州神龙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等辖区爱心企业参加。

活动共计发放 5.5 万余元

慰问物资，慰问各乡镇、街道辖

区范围内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

困难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245 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本报讯 1月 21 日，南明区

委老干部局党支部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观看电影《秀美人生》，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据介绍，电影《秀美人生》以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感

动中国 2019年度人物、全国脱贫

攻坚模范黄文秀为人物原型，讲

述了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 主动

放弃城市的工作机会， 回到家乡

担任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驻村第

一书记， 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

投入、热血奉献，用青春芳华诠释

共产党人初心使命， 谱写新时代

青春之歌的动人故事。

当天， 观影的党员干部无不

被黄文秀信念坚定、务实为民、甘

于奉献、 乐观向上的感人事迹和

高尚情操所感动和震撼。 大家纷

纷表示， 要将心中的感动转化为

奋发作为的动力， 向先进典型看

齐，在工作中尽职尽责，继承发扬

“文秀精神” ，力求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刘睿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冉婷林）

本报讯 1 月 22 日，记者从

观山湖区人社局获悉，“十三

五” 期间，观山湖区稳步推进和

谐劳动关系建设，通过劳动关系

协调“创建改革” 、调解仲裁“提

质增效” 、劳动监察“根治欠薪”

等一系列措施，有效预防和化解

劳动关系矛盾， 建立规范有序、

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

的劳动关系，助力经济社会持续

稳定发展。

工作中，观山湖区积极拓宽

劳动维权渠道，确保劳动违法举

报投诉案件得到及时处置。 据统

计，“十三五” 期间，观山湖区人

社局共受理群众举报投诉案件

1350 件，涉及人数 9999 人，投诉

事项涉及金额约 34392.37 万元，

结案率达 100%；接处各级信访平

台转发案件 2982 件， 涉及人数

12131 人，涉及金额约 26970.2 万

元， 案件处理回复率达 100%；共

计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案件 7 件， 涉及劳动者

251 人，涉及金额 106.61 万元；仲

裁立案 3972 件、结案 3420 件，通

过调解处理纠纷 1810 件。

在法治宣传上，由区就业局、

区司法局等部门组织大型招聘会

和法治宣传活动， 对辖区劳动者

宣传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

法律法规并答疑， 不断提升劳动

者的法律意识； 通过专项检查及

主动对辖区内各行业用工企业的

用工情况进行督查检查， 对企业

在用工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予

以纠正查处， 不断规范辖区用工

行为。 “十三五” 期间，累计开展

企业巡查 2364 户， 涉及劳动者

61861 人； 新增劳动用工备案企

业 569 户，涉及人数约 26059 人；

劳动用工书面审查各类用人单位

39255户，涉及劳动者 115520 人；

网上审查完成 246户。

围绕调解仲裁工作，观山湖

区通过陆续创建省级劳动人事

争议示范仲裁院、劳动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 法律援助工作站、

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等，在

劳动争议案件总量保持增长态

势的当下，实现“就地化解” ，健

全争议处理多元机制和加强制

度建设， 用办案 “质量” 化解

“增量” 。

此外，观山湖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开设“快捷通道” 。 在

接到因工伤确认劳动关系纠纷

的劳动者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

请后，审查立案期限从法定的 5

个工作日缩短为 24 小时， 更加

特殊或紧急的在 24 小时内作出

立案受理决定；在接到确认劳动

关系纠纷的劳动者的咨询、投诉

或直接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

的，经依法初步审查符合劳动争

议仲裁受理条件的，由申请人提

出书面加快处理时限的申请，合

议庭核定该案证据充分、事实清

楚的，启动快捷程序，在 15 日内

予以结案。

数据显示，“十三五” 期间，

观山湖区累计收缴农民工工资保

障金 199 户，金额为 4.7 亿元；累

计退还工资保障金 85 户，退还金

额为 1.6 亿元；累计启用 12 户工

资保障金， 启用工资保障金资共

计 3000 万元； 辖区 60 个在建项

目，农民工实名制考勤率达 94%、

劳动合同签订率达 94%、 工伤保

险缴纳率达 100%、工资专户开设

率达 100%、工资保障金储存率达

97%、 工资银行代发率达 97%、工

资按时足额发放率达 97%、 维权

公示牌设置已达 100%。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蔡婕）

本报讯 连日来， 南明区五

里冲街道办事处联合辖区派出

所、市场监管分局等部门，以“五

防” 为抓手开展“物防” 摸排行

动， 进一步强化各行业领域 “物

防” 意识，确保全链条、全覆盖、无

死角严防新冠肺炎疫情输入，切

实保障辖区居民生命健康安全。

在进口商品防范方面， 该街

道办全面开展境外输入产品排查

工作，排查进口商品输入渠道，梳

理相关信息， 协助并督促辖区相

关经营场所核对进口商品的采购

信息，并进行样本采集和检测。

在冷链食品防范方面， 该街

道办本着 “物人同防”“物人同

查”“物人同策” 的原则，对高风

险食品的数量、品种、批次来源等

信息开展常态化摸底排查， 切实

保障冷链食品的安全流通。

在快递、 物流防范方面，该

街道办全面走访辖区的快递和

物流点， 督促落实人员健康管

理、场地消毒消杀以及从业人员

核酸检测等主体责任，告知相关

从业人员“物防” 的重要性和关

键性，增强从业人员的敏感度和

重视度。

在重点行业防范方面， 该街

道办通过加快与重点行业联合，

加紧落实防控措施， 加大防控宣

传、 管控力度等， 确保重点行业

“物防” 工作高速高效运行。

在储存场地防范方面， 针对

储存场所环境的消杀工作， 该街

道办建立常态化检查机制， 建立

相应台账记录， 力保在行动中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

（吴丽芳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冉婷林）

“十三五” 期间———

观山湖区多措并举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对我们村来说，要抓好现

有种植的 500 亩花椒、 玫瑰花为

核心，打造观赏、体验、采摘为一

体的生态采摘园建设。 同时，还要

加强农业技术的学习， 创造条件

吸引从我们乡走出去的那些技术

能人回来…… ” 2020 年 12 月 9

日， 息烽县青山苗族乡党委书记

张燕在马路岩村宣讲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时说。

“我们村要围绕云上大林刺梨

庄园，以中合铺为核心，继续流转插

花地 500余亩，争取在 2021年举办

息烽县第一届刺梨花节……”这是

2020年 12月 29日，青山苗族乡宣

讲员唐红玲在大林村的宣讲。

……

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

以来，息烽县青山苗族乡的“传”

与“习” 再添新内涵。 该乡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的 88 名宣讲员

深入各村，用接地气的宣讲方式，

把全会精神播撒到千家万户。

这支由村干部、 优秀党员、致

富能手、土专家等组成的宣讲队伍

于 2017 年 11 月成立， 截至目前，

已累计在乡村两级宣讲 500余场。

志愿服务项目是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有效载体。 近年来，青

山苗族乡的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志

愿服务工作，活跃在疫情防控、脱

贫攻坚、 产业发展、 美丽乡村建

设、基层治理等战线上，用实际行

动诠释团结奋进、 乐于奉献的精

神， 成为倡导文明新风的纽带桥

梁。 截至 2020 年底，该乡 6 支志

愿服务队共 120 余人， 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 500 余次。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 志愿服

务就延伸到哪里。 2020 年 12 月，

青山苗族乡通往县城的道路出现

严重凝冻情况， 群众出行受到极

大影响。 为了尽快消除道路上的

安全隐患， 志愿者先后进行了 8

次撒盐除冰行动， 累计疏通道路

30 多公里。

文明实践需要根植于心，付诸

于行。为了更好地在新时代传承和

发展传统文化，2020 年 8 月，青山

苗族乡建成民族文化传习所，设置

了苗乡文化、苗族服饰文化、技艺

传承、苗乡足迹、文创体验五大展

示区。 通过对苗族刺绣服饰、织布

机、牛角、鸟笼、芦笙、斗笠、谷桶、

大鼓等 50 多

件实物和近百

张 图 片 的 展

示， 生动地呈

现了当地的生产生活场景和多彩

的民俗活动。

不仅如此， 青山苗族乡还将民

族传统节日与乡村旅游结合起来，

组织开展手工刺绣竞赛、四月八、二

月跳场等文化活动， 通过芦笙舞表

演、竹竿舞、摸鱼、斗鸡、斗鸟、打糍粑

等活动吸引各地游客， 并带动当地

住宿、餐饮、休闲采摘的同步发展。

杨学义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詹燕

精心打造群众“精神加油站”

———息烽县青山苗族乡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南明区委老干部局党支部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暖冬关爱行 情暖稚子心

白云区关工委开展春节慰问“两童” 活动

高新区连续八年

获市级政务服务专项目标考核一等奖

南明区五里冲街道办事处———

以“五防” 为抓手织密疫情“物防网”

本报讯 1月 22 日，乌当区

安委办、消安办联合乌当区应急

局、消防大队、文体广电旅游局、

住建局等单位组成检查组，对全

区危化、非煤矿山、建筑施工、道

路交通，以及宾馆酒店、景区景

点、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开

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当天，联合检查组分别对喜

天大酒店、 中石化农机加油站、

贵州建强宏伟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贵御温泉、万象温泉酒店等

单位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安全

生产责任是否落实， 灭火器、消

防栓等消防设备是否完好，消防

通道是否通畅，安全隐患是否排

查整改， 安全教育培训是否到

位，应急值班是否落实，以及是

否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乌当区———

多部门联合行动

排查安全生产隐患

本报讯 1 月 22 日，花溪区

文化馆惠民课堂开设的 “了解

新事物，体验新技术” 中老年人

智能手机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

培训中， 来自辖区的 40 位

中老年人在老师的指导下，了解

智能手机的基本功能， 学习抖

音、微信等软件的基本操作。

“举办这样的培训班太好

了， 通过老师的讲解和示范，让

我学会了很多以前不会的操作

技巧和方法。 ” 学员中，年纪最

大的 77 岁老人焦阳说。

据悉，花溪区中老年人智能

手机公益培训班将开展 10 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花溪区———

开设公益培训班

教老年人“玩转” 智能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