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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烟花爆竹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烟花爆竹违法犯罪行为。

▲2 月 22 日，2021 年贵阳贵安党委网信暨 “扫黄打非”

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深入落实全国、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

全国、全省“扫黄打非”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全国、全省网

信办主任会议精神，总结去年工作，分析形势，研究部署 2021

年网信暨“扫黄打非” 工作。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委

网信委副主任、市公安局局长陈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

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网信委副主任、市“扫黄打非” 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孙绍雪讲话。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伟）

政务简报

本报讯 当前正值春耕备

耕关键时期，农资产品开始进入

销售使用旺季。 2 月 22 日，贵阳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开展

春节后首次农资打假专项执法

检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假

冒伪劣违禁种子（种苗）、农药、

肥料、兽药等农资行为，切实保

障农民群众春耕用种、 用药安

全，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位于云岩区草黄路的贵阳

市后坝农资综合市场是贵阳最

大的农资市场，常年有 100 家左

右商户经营，市场辐射全省。 当

前， 市场商户已基本恢复营业，

一大早便有不少农户、批发商等

前来购买种子、农药等农资。

上午 9 点 30 分， 贵阳市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队员持证

来到后坝农资综合市场开展执

法检查， 在 “中国农药查询”

APP、“农业综合执法通” APP 等

信息化服务工具的辅助下，对商

铺在售的玉米种、蔬菜种、除草

剂、兽药等各类农资进行检查。

“种子安全是农业生产、粮

食安全的基础和前提， 农民朋

友春天播种是播下一年收获的

希望， 严查严处生产经营假冒

伪劣种子、未审（登记）先推、

销售已撤销审定（登记）品种、

套牌侵权品种种子等违法行为

意义重大。” 贵阳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分管负责人孙进带

队仔细检查经营户的农作物种

子生产经营备案台账、 植物检

疫证书等。

农药经营是否合规、产品质

量有无保障、农药使用是否规范

等，关系着生态环境、农业生产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商户是否

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采购销售

的农药是否附备产品质量检验

合格证、 包装标签是否符合规

定、是否执行农药采购台账和销

售台账制度……执法支队队员

们都一一严查。

“农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用途来购买， 按照标签注明的

使用范围来使用， 如果除草剂

标明使用范围是‘非耕地’ ，你

拿来除种植粮食、 蔬菜等耕地

的草，就是超范围使用，一定要

注意使用范围、 剂量和安全间

隔期，不要用剧毒、高毒农药来

防治卫生害虫……” 遇到有农

户前来购买农药， 执法队员还

现场宣传如何正确购买、 规范

使用农药。

当天下午，执法队员还来到位

于云岩区大洼路的贵阳蜀黔物流

园，对农资经营户进行执法检查。

在一天的检查中，贵阳市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检查农

资经营户 31 家， 查获过期农药

320 瓶，问题农药、兽药 3573 瓶

（袋）， 对检查涉嫌违法的 6 家

经营户将立案查处。

“近年来，通过开展农资打

假专项执法检查，对规范农资生

产经营行为、 保障农业生产安

全、维护农户权益等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我们将切实发挥执法检

查‘利剑’ 作用，为农业农民保

驾护航。 ” 孙进介绍，根据春耕

的时间，春季农资打假专项执法

检查将持续到 5 月底，期间将通

过对各区（市、县）进行指导检

查、开展市县联合检查、交叉检

查等方式，规范农资生产经营行

为， 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夯

实农业生产基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成琼 文 / 图）

贵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执法检查

（2021年 2月 22 日政协第十二届贵阳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政协章程》有关规定，经政协第十二届贵阳市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增补石邦林、梁

显泉 2 名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贵阳市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委员会

关于增补石邦林等 2 名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

贵阳市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

和

践行

本报讯 2 月 22 日，2 月贵

州好人榜出炉， 全省共 19 人上

榜，贵阳市有 2 人。

这 19 名贵州好人包括 2 名

见义勇为好人、2 名诚实守信好

人、6 名敬业奉献好人、3 名孝老

爱亲好人、6名助人为乐好人。 其

中， 贵阳市的邵颖入选助人为乐

好人、周发辉入选诚实守信好人。

2001 年出生的邵颖是贵阳

人， 现就读于江汉大学医学院

临床医学专业。 2021 年 1 月 12

日 17 时 31 分， 北京至昆明的

G405 次列车里突然响起广播：

“列车上有没有医生，一名婴儿

被食物卡住急需救治， 请速到

第二车厢！ ” 邵颖与同班同学吴

婷婷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

陈中阳、 鄂州职业大学护理专

业学生谌丽听到广播后， 不约

而同地赶往第二车厢。 在列车

长翟超的帮助下， 他们使用海

姆立克法接力对婴儿进行施

救，让婴儿吐出了全部异物。 同

时，列车提前到达怀化南站，婴

儿被迅速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

疗，最终转危为安。

1982 年出生的周发辉是贵

州力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裁。周发辉从进入公司起就秉承

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做好各项

工作，将诚信建设贯穿到企业运

营发展、 企业文化培育等各方

面，坚持诚信经营，依法依规缴

纳税费， 从不拖欠员工工资，足

额为员工缴纳工伤、生育、医疗

等保险， 加强企业的诚信教育，

大力表彰“诚实守信” 的好人好

事，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 因为周发辉“讲诚信、有信

誉” ，吸引了许多省外机构和公

司寻求与其合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贵阳两人入选

2月贵州好人榜

本报讯 2 月 22 日， 记者

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在 2020

年度贵州省营商环境评估中，

贵阳市除综合得分、市（州）本

级得分均位居全省第一外，由

市市场监管局牵头的市场监管

指标、 知识产权指标位居全省

第一， 企业开办指标位居全省

第二。

据介绍，知识产权指标系市

级评估指标，贵阳市评估得分为

87.83 分， 同比提升 11.28%，位

居全省第一。 其中，非诉纠纷解

决机构覆盖面、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累计发放百万人口比例、知识

产权运用效益指标总体较好，得

分为 100 分。

市场监管指标全市平均分

为 88.40 分， 同比提升 12.51%，

较全省 85.07 分的平均值高出

3.33 分，位居全省第一。 我市有

5 个区县进入全省前 20 位，其

中，云岩区排名全省第一，得分

为 92.25 分；南明区排名全省第

三，得分为 91.05 分。

企业开办指标全市平均分

为 84.86 分， 同比提升 3.37%，

高于全 省 79.90 分 的 平均 分

4.96 分，排名全省第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婧）

全省营商环境评估结果“出炉”

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两项指标

贵阳位居第一

本报讯 2 月 22 日，记者从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全省具

备复工复产条件的 4054 户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中， 已复工复产

2696 户，占比达 66.5%，较常年

同一时段（春节后第 3 天）高出

10 个百分点以上。

从地区看，各市州企业开工

率均达到 50%以上。 其中，黔西

南州、六盘水市、贵阳市（贵安

新区） 开工率分别达到 94.8%、

75.7%、71%，毕节市、黔南州、黔

东南州开工率达到 60%以上。

从企业看，各地工业企业积

极响应就地过年号召，春节期间

持续生产的企业达到 858 户，较

常规年份增加近一倍。从调度情

况看，除民族地区部分企业本省

员工过完元宵节才返工以外，绝

大部分企业将在元宵节前陆续

复工复产。

各地切实抓好服务保障，积

极支持引导企业员工春节期间

就地过年。其中，贵阳市、黔南州

出台“春节留岗奖励”“企业增

产增效奖补” 等措施，六盘水市

组织企业抓好节日期间的设备

维护和原料储备，毕节市对不放

假企业开展送温暖、送慰问金活

动，黔东南州为留岗员工赠送手

机“流量大礼包” ，遵义市、安顺

市、铜仁市开展形式多样的“迎

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 活动，鼓

励和支持员工就地健康过年、稳

定生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全省逾六成

规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位于花溪区石板镇的贵阳

地利农产品物流园是贵阳重要

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直接关联着

市民的“菜篮子” 。

2月 17 日， 记者来到贵阳地

利农产品物流园， 走进物流园大

门， 右侧就是由贵阳市市场监管

局和该物流园共同建立的食用农

产品快检中心。 中心设有样品接

收室、快速检测室、天平室、档案

室、更衣室等，配备专业的快速检

测仪器和设备， 每天负责对园区

内的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检， 为食

品安全增加一道“安全锁” 。

在检测室的操作台上，摆放

着火龙果、西红柿、橘子、西瓜、

白菜等众多抽检样品。“从早上

上班就开始忙，一直要到下午 3

点才能完成每天的快检任务，

然后开始数据填报、样品留存。

有时快下班了有人送检， 我们

也要马上收样检测、 及时反馈

结果 ， 让经营者的货及时入

园。 ” 快检中心检测员刘萍说，

对于不能提供有效产地证明的

农产品， 必须有快检结果才能

进入园区。

检测中心主要检测园区内

果品蔬菜、鲜肉禽蛋、干货腌制

品的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食品

添加剂。 “收样、核单、核样、制

样、制剂、检测、监测、报送等每

一项工作、每一个步骤都不敢马

虎，这样才能保证每批次快检结

果的可靠性。 ” 刘萍停下取样工

作说。

“每天的工作虽然繁琐，但

是我们每个员工都认真、 细心、

负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大家心

里都装着一份责任，全力保障进

入物流园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

保障整个市场的平稳、 安全运

行。 ” 快检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快检中心的主要职责是对

食用农产品进行检测，为市场内

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保驾护

航，提高检测水平和效率，主动

加强产销衔接质量监测、 检测，

把好食品安全关。

对检测中发现的疑似不合

格样品， 检测员会进行复检，复

检结果仍为不合格时，除了将检

查结果通知相关经营者、禁止货

物进入园区销售外，还会及时向

监管部门报备。快检中心相关负

责人说：“对于检查不合格的样

品，经营商户可以向贵州省流通

环节食品安全检验中心送样检

测，但期间货物禁止销售。 如果

商户拒绝向省检送样检测，园区

会将货物送到公司的垃圾场进

行销毁，由保洁公司当天运送到

花溪区燕楼镇垃圾焚烧发电厂

作为原料发电。 ”

为保障春节期间农产品正

常供应和物流园商户正常经营，

快检中心安排刘萍值班留守。

“我家住在附近，到中心可以快

一点，我来值班比其他同事可以

更方便。 ” 刘萍说，今年春节情

况特殊， 留在贵阳的人比往年

多，春节期间也有农产品进入园

区，能留下值班也算为全市农产

品正常供给出一份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静

贵阳地利农产品物流园农产品快检中心——

严把安全关 守护“菜篮子”

春节长假期间———

家电和通讯器材

销售火爆

本报讯 2 月 22 日， 记者从

市商务局获悉，春节长假期间（2

月 11 日至 2 月 17 日），我市品牌

家电和通讯类商品受到消费者欢

迎 ， 家 用 电 器 销 售 同 比 增 长

39.5%， 通讯器材销售同比增长

239%。

海尔、美的、海信、松下、华

为……自从 2021 贵阳市迎新欢

乐购物节活动开展以来， 众多家

用电器及通讯器材知名品牌联合

国美电器、 苏宁易购等商家推出

以旧换新、满赠满减、家电下乡等

一系列促销活动，刺激市场消费，

释放消费潜力。

据了解， 苏宁易购在贵阳市

所有线下门店开展以旧换新补

贴、家电下乡补贴、年货节补贴、

银行分期满减、 专场品类团购日

等多个专项促销活动， 助力了节

日消费。 数据显示，1 月 25 日至 2

月 15 日，苏宁易购线下销售金额

达 5641.7 万元，线上销售金额达

3037.9 万元， 总销售金额同比增

长 43.57%。

“作为贵州省政府指定的家

电下乡政策补贴卖场， 活动期

间，凡贵州省户籍且身份证住址

在乡镇、村组的消费者在贵州国

美自营门店购买家电下乡指定

商品， 可享受单件最高 300 元、

累计最高 900 元的补贴和一年

维修延保服务等。 ” 国美电器贵

州区域有关负责人肖胜说，活动

期间，贵州国美自营门店还每天

进行线上直播，方便消费者购买

商品。

市商务局的数据显示， 春节

长假期间， 我市大尺寸电视、多

门冰箱等中高端家电品类市场

占有率稳步提高， 智能电器、数

码产品等提升生活品质的小家

电成为孝敬父母、看望亲朋的首

选礼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庭静）

执法人员在检查农资产品。

“现在政策那么好，还不努

力去干， 就活该穷一辈子。 ”

2021 年初春时节， 马开才在家

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自信地说，

“一个人只要勤快，一切都会好

起来。 ”

马开才的底气来源于息烽

县扶贫办在他家门口贴的 5 张

“明白栏” ， 内容分别为建档立

卡农户收入、 基本医疗保障、安

全住房保障、教育保障、饮水安

全保障等情况明细。

在农户收入“明白栏” 上清

楚地写着，2020 年，马开才全家

6 口人 的 纯 收 入 达 154065.82

元。 其中，种葡萄、玉米、蔬菜收

入 98600 元 ， 养猪收入 12750

元，利息、股息和分红收入 2058

元， 享受国家惠农补贴 185.84

元，其他收入 72.98 元，儿子在

外务工寄回来 64749 元， 支出

24350元。

51 岁的马开才是息烽县

流长镇长涌村中寨组村民。 年

轻时，他勤劳能干 ，除了种玉

米、蔬菜、烤烟外，农忙过后还

外出打点零工，日子过得还算

不错。

然而， 世事无常。 2000 年

初，马开才的左眼突然肿大，去

医院检查被诊断为神经瘤，后

来慢慢失明。 由于左眼肿大得

“吓人” ， 马开才几个月不敢出

门，生怕被村里人笑话。 为了医

治眼睛，马开才不仅花光了家里

所有积蓄， 还向亲戚朋友借了

5000 多元外债。 钱花完后，他只

能出院在家吃药维持治疗，每个

月几百元的药钱成为他家一个

不小的负担。 “那时候，感觉像

天塌了一样。 ” 回忆过往，马开

才的声音有些低沉。

2013 年底，息烽县将马开才

家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并选派

县审计局干部胡登海进行结对

帮扶。 对此，村民们不无担心地

说：“老马脱贫，有点恼火！ ”

胡登海为了切实帮扶马开

才家，按照“一达标两不愁三保

障” 的要求，千方百计帮助其申

请相关帮扶政策，根据实际开展

各项帮扶工作。

当年，马开才就被安排到公

益岗位，每月挣 800 元；孙女享

受教育补助，每年 500 元；儿媳

转移就业在村里从事远程教育

工作，每月工资 2000 元。 此外，

马开才家享受了医疗保险，还用

上了自来水。

政策扶一把，致富靠自己。

在政策扶持和干部帮扶下，

马开才开始对生活有了信心。他

走出家门， 和乡亲们讨论脱贫，

谋划未来。

2014 年，马开才在村里承包

了 20 亩土地种起了烤烟， 凭借

以前种植烤烟的丰富经验，当年

就赚了 7 万元。 之后的 3 年，马

开才一边种植烤烟，一边在家养

猪养牛，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 2017 年底，马开才靠着自己

的双手，摘掉了“贫困帽” 。

马开才家“摘帽” 后，息烽

县依然保持帮扶力度，巩固脱贫

效果。

2018 年，长涌村准备大规模

发展葡萄种植产业，马开才听到

消息后立即报名申请领取葡萄

苗。 回家后，妻子担心地说：“葡

萄种出来你卖给哪个？ ”“村支

书带头一起干， 产销对接有保

障，还会骗我们不成。 ” 马开才

相信自己的判断。

最终， 马开才决定将自家

的 4 亩地全部种上葡萄， 像呵

护宝贝一样， 天天往地里跑 ，

查看长势，认真除草、剪枝。 只

要村里有种植技术培训他总

是第一个参加。 看到有技术人

员在地里作指导，他就跟在后

面仔细听 、虚心问 ，并主动添

加技术人员的微信，方便以后

咨询问题。

2019 年，在马开才的精心管

护下，葡萄丰收，产出 8000 斤，

赚了 30000 多元。 2020 年，葡萄

产 量 达 到 10000 多 斤 ， 赚 了

50000 多元， 一家人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对于今后，马开才作过认真

的盘算：“今年准备扩大葡萄种

植面积，再养几头猪和牛，争取

让家庭年收入再提高点。 ”

息烽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

主任颜丽说，在脱贫攻坚战中，

息烽县聚焦 “一达标两不愁三

保障” ，集中人、财、物等力量帮

扶贫困户。 为持续巩固脱贫成

果， 该县还选派第一书记和驻

村干部轮番下沉到发展相对滞

后的村子进行帮扶， 选派各级

干部与建档立卡户进行 “一对

一” 结对帮扶，实施一户一策精

准扶贫。

数据显示，2015 年， 息烽县

消除绝对贫困；2016 年，该县剩

余 12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2019 年，该县剩余贫困人口全部

“清零” ， 贫困发生率为零。 目

前，该县建档立卡户人均可支配

收入不低于 6000 元。

“防止返贫是提高脱贫质量

的关键。 下一步，息烽县将坚持

一户一策、包户到人，做到脱贫

摘帽后不摘责任、 不摘政策、不

摘帮扶、不摘监管，确保稳定脱

贫不返贫，让脱贫成果经得起检

验。 ” 颜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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