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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文县凉井村：

告别“望天水” 吃上“放心水”

“现在家门口就有水龙头，

用水方便多了，庄稼也好种了！ ”

1 月 27 日，修文县六桶镇凉井村

村民汤明才拧开水龙头，边接水

边说，“不容易啊，以前，大家吃

的都是‘望天水’ 。 ”

长期困扰凉井村村民们的用

水难问题，源于该村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地质情况。 凉井村海拔

800 米至 1000 米左右， 境内多

为喀斯特地貌， 地表水难以保

存，历来水源稀缺。“虽然凉井村

旁边就有六广河， 是乌江上游，

但中间隔了个悬崖，所以这么多

年来，村民们守着大河没水吃。 ”

六桶镇水利站负责人魏少校说。

受困于自然条件， 凉井村村

民们只好通过修建小水池蓄水

来解决饮水问题，但一遇干旱季

节， 就会出现水源短缺现象，生

产生活都极其不便。 “以前困难

得很，吃水要到三公里以外的地

方去挑。 那时候用水比较节约，

用过的水都舍不得倒掉，会留着

在其他地方重复用。 ” 村民阮明

刚说。

2020 年 3 月 22 日， 修文县

六桶镇凉井片区分散式供水巩

固提升工程动工。 工程总投资

1348.58 万元， 除了凉井村，还

覆盖复兴村等周边村。

这是一个“悬崖上的工程” 。

“凉井村和六广河中间这个悬

崖，被村民们叫做‘手扒岩’ ，垂

直高度有 90 米左右。 ” 魏少校

说，由于地势险峻，该工程作业

难度很大。

据施工方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工程需要将管道从河里铺设

到悬崖上，从河中引水。 施工方

先通过水路，用船将水泥、钢管

等材料运输到悬崖下，用来修建

一级泵房；然后借助吊车 ，把数

根 5 米长的无缝钢管送到悬崖壁

上进行焊接。

最终， 河水通过河底的一级

泵房，抽水至修建于悬崖上的二

级泵房，在此经过过滤、杀菌、消

毒等程序后，又将水抽送至建在

凉井村最高处的高位水池，最后

再把水送进各家各户。

“施工困难重重，但最终克

服不利条件顺利通水，保障了村

民生产生活用水稳定。 ” 魏少校

介绍，该工程 2020 年 5 月 27 日

正式通水， 日供水能力达 752.8

立方米， 解决了 7352 人的饮水

安全问题。

“水资源对发展产业影响比

较大，过去，用水难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凉井村的经济发展。 通水

以后， 村集体建起了养鸡场，村

民自主发展了养殖产业，发展种

植也有了盼头。 ” 六桶镇副镇长

刘畅说。

据修文县水政监察大队大队

长裴俊杰介绍，修文县现有集中

式供水工程 332 处，有效保障了

农村居民饮水

安全，下一步将

通过实施城乡

一体化供水工

程， 进一步提升农村饮水质量，

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推进农村饮水工作

高质量发展。

凉井村村民告别“望天水” ，

吃上“放心水” ，是贵阳全力补

齐农村饮水安全短板的一个缩

影。 2020 年，贵阳市建成分散供

水巩固提升工程 147 处 ， 完成

投 资 2.05 亿 元 ， 解 决 农 村

12.49 万人饮水安全问题，全市

农村群众“饮水不愁” 问题总体

得到解决。

贵阳日报融媒体实习记者 宋子月

贵阳建设惠民生鲜超市守护市民“菜篮子”

新华社贵阳 1 月 31 日电

（记者 向定杰） 春节临近，

贵州省贵阳市各个惠民生鲜

超市生意红火。 对市民而言，

家门口买到平价菜，方便又实

惠。

据了解，为解决市民“买

菜难、买菜贵” 问题，近年来贵

阳累计投入近 5 亿元财政资

金用于惠民生鲜超市建设和

持续运营，优先布局在城区范

围内人口密集、 消费需求量

大、辐射范围较广的区域。

截至目前， 全市共建成

公 益 性 惠 民 生 鲜 超 市 154

个， 基本实现行政社区全覆

盖。 为体现公益性，贵阳还出

台管理细则， 对影响居民生

活的 40 种主要生鲜商品按

有关部门提供的价格参考标

准，合理定价。

记者采访发现， 贵阳的

惠民生鲜超市不仅为稳价发

挥了重要作用， 也通过保供

基地建设，有效带动了扶贫。

数据显示，“十三五” 以来，

惠民生鲜超市累计采购全省

农副产品约 12 万吨，采购金

额约 14 亿元， 带动 12 万余

人增收。

贵阳市民在惠民生鲜超市选购蔬菜。 （资料图片）

我省“六网会战”

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贵州

省发展改革委员会获悉 ，2020

年全省基础设施“六网会战” 完

成投资 2212.86 亿元，超额完成

年度计划。

“路 网 ” 建 设 完 成 投 资

1446.07 亿元。 安顺至六盘水高

铁开通运营，瓮安至马场坪铁路

通过静态验收，贵阳至南宁高铁

等项目加快建设，高铁通车里程

达 1527 公里。 建成德江至务川

等高速公路 602 公里，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 7607 公里。 完成普通

国省道改造 950 公里，普通国道

二级及以上比例达 80％；建成县

乡公路路面改善提升工程 9067

公里。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东跑

道建成启用，贵阳市城市轨道交

通 2 号线试运行，3 号线和 S1 线

加快建设。 建成乌江渡库区航运

工程及构皮滩通航设施工程，航

道里程达 3957 公里。

“水网 ” 建 设 完 成 投 资

297.34 亿元。 黔中水利枢纽一

期工程建成投运，新开工骨干水

源工程 74 座， 累计完成水库蓄

水验收 152 座 、 竣工验收 47

座，76 个县中型水库投运；9 个

重大水利项目纳入国家 150 项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名单。

“电 网 ” 建 设 完 成 投 资

125.59 亿元。 建成 500 千伏云

贵互联通道、石阡泉都 220 千伏

输变电等重点项目， 开工建设

500 千伏习水变电工程等项目。

10 千伏及以下配网项目完成电

杆组立 32 万根， 完成线路架设

1.5 万公里。

“地下管网” 建设完成投资

107.7 亿元。 累计建成或改造

“地下管网” 3063 公里，其中新

建及改造污水管网 1084 公里、

供水管网 776 公里，新建雨水管

网 499 公里、 燃气管网 704 公

里， 建成城市综合地下管廊

10.47 公里。

“油气网” 建设完成投资

89.22 亿元。 建成投运加油站 3

座，投入试运行 2 万方成品油油

库 1 座，实施加油（气）站、油库

建设项目 221 个。铺设天然气输

气管道 382 公里， 联通 60 个

县，5 个 LNG 项目建成。

“互联网” 建设完成投资

146.94 亿 元 。 建 成 5G 基 站

20721 个，实现 5G 县县通。投入

运营及在建的重点数据中心 23

个，电子行业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二级节点与国家顶级节点实

现互联互通， 建成贵阳·贵安国

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中西部

地区第 1 个根服务器镜像节点、

西部地区第 3 个国家顶级域名

节点等；出省带宽达 1.7 万 G，通

信光缆总长度达 135 万公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交汇的历史方位，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冬残奥会坐标独特，世界

瞩目。

申办和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性部署。统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

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

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

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 ”

历史节点，历史使命。 这将是

中国首次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

北京也将成为全球首个举办夏

季、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

距北京冬奥会还有一年多。纵

观国内，在习近平总书记“绿色、

共享、开放、廉洁” 的办奥理念指

引下，冬奥筹办和疫情防控统筹进

行，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冬奥

健儿为全项目参赛积极备战，“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带动全民健

康迈向全面小康，冬奥梦正在汇入

中国梦的时代洪流中； 放眼国际，

在世界动荡变革之际，北京冬奥会

将以全球共通的体育语言和体育

精神，为人类携手抗击疫情照亮前

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供最恰如其分的舞台。

历史节点 历史使命

2015 年 7 月 31 日， 马来西

亚吉隆坡。

在 国 际 奥 委 会 投 票 表 决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归属前，习

近平主席浑厚有力的声音通过视

频响彻会场：“中国人民期盼和等

待着这次机会。 我相信，如果各位

选择北京，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

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

越的冬奥会！ ”

这是最坚定的支持， 最庄严

的承诺。

“北京！ ”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话音刚落，会场沸腾了，中国沸

腾了！ 这将是 14 亿中国人第一次

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圣火。

国际奥委会委托的第三方公

司调查显示，北京申冬奥在中国国

内拥有 90%以上的支持率，而在两

个举办地北京和张家口，民意支持

率分别高达 92%以上和 99%，在历

届冬奥申办城市中绝无仅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顺民心，谋大局。 经历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华民族，

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上点燃冰雪

运动火炬的意义， 绝不限于冬奥

会本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举办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来之不易、意

义重大，同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

斗目标高度契合。 ”

历史惊人的巧合。 2022 年恰

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

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

时，北京冬奥会将凝聚更强大的民

族自信，见证并助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又一段新征程。

冬奥梦交汇中国梦。 冬奥竞

技舞台具有凝心聚气的强大感召

力。 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敢于争

先的拼搏精神、 扬我国威的民族

自信， 这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力量源泉。

2014 年 2 月， 在中国正式申

办 2022 年冬奥会 3 个月后，习近

平主席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赴

俄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 在索

契， 习近平主席在 43 个小时里的

12 场双、多边活动中，不忘为申冬

奥做工作。 他对巴赫说：“在中国，

冰雪运动不进山海关。如果冰雪项

目能在关内推广，预计可以带动两

三亿人参与，由此点燃中国冰雪运

动的火炬。 ” 巴赫等为此动容。

这无疑为北京申办成功起到

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2019 年 1

月， 巴赫在考察北京冬奥会 3 个

赛区时说， 习主席的贡献怎么评

价都不为过。 “推动两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 这将是世界冰雪运

动的巨大变革。 ”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群众体

育。 ”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

小康。2017 年初，习近平主席在会

见巴赫时表示，将以北京冬季奥运

会为契机， 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

更快、更高、更强，同时大力发展群

众体育，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

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体育是

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

志， 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

的重要体现， 能为经济社会发展

增添动力，凝聚力量。 习近平总书

记还强调， 举办冬奥会是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 必须

一体谋划、一体实施，实现北京同

河北比翼齐飞。

2015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时， 作出坚持绿色办

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

的重要指示，给如何筹办冬奥会确

立了总原则，指明了总方向。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

事，毫末必去。 举办冬奥会，是为

了民之福祉、国之昌盛。 无论是生

态优先、 加强环境治理和污染防

控，还是成果共享、使广大人民群

众受益；无论是面向世界、对外开

放，还是勤俭节约、杜绝腐败，无

不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主席还在许多外交场

合表明中国将通过冬奥会和世界

互利共荣的立场。 他强调，中国举

办冬奥会的理念，同我们共建“一

带一路” 、推进绿色文明建设和反

腐倡廉的努力一脉相承。 体育交

流正日益成为中国与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交往的一部分。

2017 年 1 月， 习近平主席在

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会见巴

赫。 巴赫事后表示，让他印象深刻

的是，习主席对体育在社会发展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敏锐而深刻

的认识。“习主席是一位知行合一

的领导者。 他不仅有目标，还制定

了实现目标的战略， 明确了路径。

目标不仅局限于体育本身，还包括

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

（下转 4 版）

点燃冰雪运动的火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纪实

白云区新产业占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比重接近六成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白云

区获悉，该区去年不断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步伐，新产业占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接近

60%， 其中，500 万口径软件和

信息技术业务收入增速居全市

第一。

去年以来，白云区认真贯彻

新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中高端消

费品制造业、 铝精深加工产业、

健康医药产业、 新能源产业、新

材料产业、 发动机及配套产业、

大数据及 5G 配套产业等“七大

产业” ， 重点企业快速落地，传

统产业加快升级，新兴产业快速

成长， 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新产业成

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新动力。

产业布局更加合理。白云经

开区区域调整获省政府批复同

意，释放建设用地 3769 亩。 全

市首家新型产业用地示范项目

工业创投孵化产业园开工建设；

医疗器械产业园、 贵阳软件基

地、 联东 U 谷产业综合体等重

点产业园区建设有序推进；景宏

工业园、铝加工基地、新材料产

业园等产业园区“僵尸企业” 加

快出清， 七冶、3117 厂等企业

“退城进园” 有序推进。

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去年，吉

利发动机、海盈一期、成立航空等

一批中高端制造项目在白云区建

成投产，海盈二期项目加快建设，

上海熠品、宝润科技、凯尔斯等医

疗器械产业项目相继落地， 工业

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中航标准件、

大东风机械、康师傅饮品、娃哈哈

昌盛饮料等 6 家重点工业企业疫

情期间实现“逆势增长” ，其中康

师傅饮品同比增长 113.9%。

数字经济发展强劲。 白云区

全力推进数博大道 （白云段）十

大重点工程加快建设， 腾讯云落

地贵阳软件基地， 华为贵州总部

落户白云； 去年引进大数据优强

企业 6家，完成“大数据＋工业”

融合项目 10 个、“大数据＋服务

业” 融合项目 10 个，带动 47 家

实体经济企业与大数据深度融

合；大力实施“企业上云” 工程，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云比例达

85%以上； 全区全口径软件和信

息技术业务收入 35 亿元， 其中

500 万口径软件和信息技术业务

收入预计完成 16.24 亿元， 同比

增长 188.5%，增速居全市第一。

去年，白云区新增市场主体

6125 户， 市场主体总量达 3.19

万户，同比增长逾 33%，其中，制

造业主体增长 155.8%。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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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贵阳贵安协同作战工作队

圆满完成目标任务

乌当区市场主体增速

居全省 18 个城区方阵第一

本报讯 2020 年， 乌当区着力为市场主体运行和发展创造更

好环境， 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全区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68783

户，市场主体增速为 273.92% ，在全省 18 个城区方阵中排第一。

习近平致电祝贺

阮富仲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