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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乌当区

了解到， 该区充分发挥科技进步

在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

支撑引领作用，围绕大健康、大数

据等重点产业及军民融合发展，

大力开展产业基础研究， 加快科

技成果转化，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 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截至目前，全区高新技术

企业达 84 家。

2020 年以来，乌当区科技局

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工

作， 采取多项措施做好高新技术

企业申报工作， 通过对全区的非

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认真梳理，筛

选出发展良好且有一定基础的企

业进行重点培育。 2020 年，乌当

区共组织 44 家企业进行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最终有 32 家拟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

工作中， 乌当区科技局结合

全区重点工作任务， 及时发布省

市科技资金应用指南， 积极组织

推荐重点企业分别向省科技厅和

市科技局申报各类科技项目，积

极对接省市有关专家， 专项申报

孵化器、众创空间、科普示范基地

等。 2020 年，乌当区共获得省科

技厅、市科技局项目 27 项，获批

资金 1335 万元。 其中， 贵州立

知 健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real-time � RT-PCR 方 法 的

新 型 冠 状 病 毒（2019-nCoV）

检测试剂盒及质控品” 项目获评

为市科技局重大科技专项。

同时，乌当区科技局不断强化

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提高企业的

研发投入，进一步做好企业研发投

入加计扣除政策落实工作；积极建

设并培育孵化器 （众创空间），定

期走访、及时了解孵化器运营情况

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入孵企业

实行动态化管理，2020 年新增入

孵企业 17 家， 完成全年任务的

113%；培育、建设各类科技创新平

台， 积极关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运行状况，探索

专业技术研究中心、特色实验室等

新型创新平台建设模式。景峰药业

获得贵州省唯一一家注射制剂工

程研究中心认定，“数字新堡” 众

创空间获得市科技局 2020 年新认

定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下一步， 乌当区科技局将高

标准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分

层级建立完善开放灵活的政、产、

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并推动

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创新主体聚

集发展， 实现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提质增量， 为建设大健康产业发

展新高地提供更强的科技支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给香葱除草、为玫瑰树苗松

土、 旋耕机进场清除杂草……2

月 20 日， 位于清镇市红枫湖镇

右七村的贵州长津都市农业休

闲园一派繁忙景象。

“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

公司大年初四通知开工， 我们

就过来了。 ” 正在清除杂草的

村民吴学珍说，清除杂草以后，

农机就要进场翻土、碎土，公司

要求在元宵节前将这几十亩土

地打理好， 不能耽误播种的好

时节。

贵州长津农业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吴秀芳介

绍， 眼前这片土地有 50 亩，这

一季主要种植以白菜、 包菜为

主的速生叶类蔬菜。 为确保按

计划完成播种任务，开工以来，

每天有 20 多名周边村民在基

地务工。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备耕

正当时。 这样的农忙场景，不仅

在右七村，在清镇市的田间地头

随处可见。

为保障好春耕备耕， 去年

12 月份以来， 清镇市农业农村

局就着手开展相关工作。 2 月 9

日，清镇市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推

进会议对春耕备耕进行再安排

再部署。

“围绕‘枫蔬果茶’ 农业主

导产业， 我们制定了目标任

务。 ” 清镇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黄培宽介绍，2021 年，清镇市预

计启动和推进 1.8 万亩元宝枫

种植、1.5 万亩蓝莓种植 、4000

亩低产果园改造、6500 亩刺梨

种植、5000 亩低产茶园提质增

效、7000 亩高标准蔬菜保供基

地建设等。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为确

保完成目标任务，清镇市根据全

年生产计划， 组织市场监管、供

销、商务等部门扎实做好良种和

农药、农膜、专用肥、农机具及零

配件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货源组

织与调度，保障春耕生产需要。

目前，清镇市已完成 9 家种

子经营户的备案，25 家经营户

已申请网上备案，2 家种子企业

现有玉米储备 26 万公斤、 水稻

17 万公斤； 经营户和种植户已

储备化肥约 1.2 万吨，能满足春

季生产需要；农资经营户已经调

入 300 吨农地膜；已采购储备价

值 117.17 万元的重大病虫害防

治物资，其中草地贪夜蛾防控农

药 0.6627 吨 、 药械物资 3030

套，可防控面积 10 万多亩。

同时， 清镇市还不断强化

科技服务保障，通过举办培训

班 、科技下乡 、专家咨询等方

式 ，开展科技入户工作，为农

民提供适时实用的技术指导

和服务，为推进春耕生产高质

有效夯实基础。 为此 ，清镇市

已组织辖区内 81 家种子经营

户开展种子经营备案相关工

作培训，开展肥料市场专项检

查 3 次，检查肥料经营户和种

植大户 20 户 ， 检查肥料产品

22 个，均未发现不合格肥料销

售和使用。

为突出山地农机特色，清镇

市强化农机服务，促进农机与农

艺融合，抓好农机新技术、新机

具的推广应用，充分发挥农机专

业合作社和各类农机服务组织

的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农机跨区

作业， 提升农机社会服务化水

平，助力春耕生产。截至目前，清

镇市已培训农机操作人员 300

余人次，农机技术人员深入乡村

开展农机服务工作 10 余人次，

共维修检修各类农业机械 20 余

台套。

此外，清镇市还将抓好春播

和夏收粮油作物管理工作，按照

上级部门明确的春播马铃薯面

积足额或超额种植， 并抓好小

麦、油菜等夏收作物管理，为完

成全年粮油生产目标打下坚实

基础。

李锦明 雷森珽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本报讯 2 月 22 日， 记者

从南明区委宣传部了解到，该

区 1 月份电影企业经营收入达

1101.3 万元， 春节期间电影企

业经营收入达 1990.39 万元，总

收入创同期历史新高， 顺利实

现“开门红” 。

据悉，南明区坚持一手抓防

疫， 一手强服务， 通过强调度、

重监管、多协调等方式，多措并

举促进辖区电影消费，增加影院

收益，为助力全区服务业经济指

标增长贡献电影行业力量。 南

明区现有南明电影院、 贵阳保

利影城、贵州华夏汇众影院等 9

家影院， 各大影院均严格按照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电影

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

南》等相关要求，落实疫情防控

主体责任，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春节电影市

场安全有序。

春节期间， 南明区开展了

“就地过年 电影惠民” 活动，

组织辖区各家影院在“春节档”

安排固定场次播放优秀影片，开

展特惠观影等惠民活动，以满足

留筑过年人员的精神文化需求。

“为积极响应‘就地过年’ 的政

策号召，把‘年味’ 注入到每一

个留筑过年人员心中，我们影院

组织开展惠民公益观影活动，为

群众特惠放送影片。 在放映过

程中，我们做好消杀 、限流 、测

温 、扫码 、登记等工作，确保防

疫措 施到 位 ， 让市 民安 心 观

影。 ” 华夏汇众影院行政经理李

嘉敏说。

此外， 南明区还扎实推进影

院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按

照“排查细、整治严、效果实” 的

要求，通过走访企业、建立健全安

全风险和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实

行安全隐患清单式管理等方式，

对影院的安全隐患进行全方位排

查整治， 为辖区影院正常运营保

驾护航。

（石传珏 石湘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乌当区高新技术企业达 84 家

本报讯 2 月 21 日，由贵阳

高新区组织与人力资源部、纳雍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

承办的贵阳比亚迪智能制造产

业园专场招聘会在纳雍县委党

校举行。

贵阳比亚迪智能制造产业园

坐落在高新区沙文生态科技产业

园二十六大道，距离贵阳北站仅 15

公里，交通便利。“此次招聘主要

面向 18 周岁至 45 周岁的求职人

员，提供操作工、电工、钳工、检验

员、生产组长等 20余个工作岗位，

计划招收 300 人， 薪资待遇均是

4000元至 7000 元。 ” 比亚迪专场

招聘会负责人黄雅婷介绍，对于招

聘的人员，公司还将安排其到深圳

或重庆进行岗前培训。

“今年受疫情影响，致使纳

雍县不少人员不能外出务工，为

了帮助他们就地就业， 同时也为

了帮助高新区做好贵阳比亚迪智

能制造产业园的招工工作， 便举

行了这次招聘活动。 ” 纳雍县人

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晓宇说。

此次招聘会吸引了 200 余名

求职者进场，现场录用 46 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易颖）

高新区企业赴纳雍县

举办专场招聘会

春节期间——

南明区电影企业经营收入创新高

清镇市：春耕备耕早 农业生产忙

本报讯 连日来， 修文县早

部署、早储备、早推广，全力做好

春耕备耕工作。

种植计划早部署。 提前谋划

种植计划，确保实现粮食生产、蔬

菜种植、中药材种植及抚育、果树

种植、 茶叶种植等的亩次和产量

达到计划目标。

春耕需求早储备。 根据水稻、

玉米种植计划，需储备“两杂” 种

量 14.2 万公斤， 已储备 12.1 万

公斤。 全年农药需要量在 30 吨左

右、化肥 2.3 万吨左右，已储备农

药 25 吨、化肥 1.77 万吨，缺口部

分正陆续调入， 以确保满足春耕

生产的种子用肥用药需要。

农业技术早推广。 加强耕地

质量提升保护， 加强农业技术推

广培训， 推广水稻病虫害绿色防

控技术， 打造水稻病虫害绿色防

控综合示范基地，建立稻水象甲、

草地贪夜蛾监测点 100 余个。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修文县早部署早储备

保障春耕备耕

连日来，花溪区天河潭景区迎来一批又一批游客，游客在美食区域品尝美食，在“网红” 景点拍照

打卡，景区人气旺。 图为 2 月 21 日，游客在贵阳故事街的糖画摊位前驻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郭然 摄

天河潭景区人气旺

本报讯 2 月 20 日，记者从

息烽县工信局获悉， 今年该县预

计新增 5G 基站 100 个。

为推进智慧交通、智慧医疗、

智慧教育、 智慧金融等各类民生

应用项目建设， 推动智慧城市建

设不断发展，2020 年， 息烽县投

资 8000 余万元建成 107 个 5G 基

站， 实现了主城区、 工业园区的

5G 网络覆盖。

截至去年底，“通村村” 平台

已在息烽全面部署上线， 平台注

册用户达 14000 余人， 日均活跃

量 300 人次， 每天为村民提供车

辆信息查询 200 余条； 已建成的

息烽县人口健康信息云平台、县

级区域影像中心、 县级公立医院

统一预约挂号平台等， 极大地方

便了居民就诊。

今年， 息烽县还将以智慧灯

杆、 国家数字乡村等应用场景为

突破点， 鼓励运营商企业大力开

展 5G 电信业务及应用场景开

发， 支持县广电公司开展 5G 试

验网络建设及智慧广电综合试验

区建设，创新通信行业运营模式，

加快智能终端、 智慧家居等消费

产品应用推广，培育“云经济” ，

持续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 提升

县域电信业务体量。

（胡遵河 成婵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詹燕）

息烽县今年将新增

100个 5G 基站

本报讯 2 月 22 日，记者从

观山湖区人社局获悉， 为全面贯

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安全生产

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 观山湖区

人社局对区级审批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 劳务派遣机构和职业培

训学校开展安全生产集中检查，

确保辖区企业安全生产稳定。

工作中，该局印发《关于做

好春节长假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

提示》，覆盖全区 40 家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81 家劳务派遣机构和

2 家职业培训学校，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 的方

针，坚决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有效

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同时，集中开展现场走访、排

查，共计走访 123 家企业，走访、

排查内容覆盖安全制度建设、火

灾防范、疫情防控、安全应急教

育等方面；指导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劳务派遣机构和职业培训学

校做好日常管理并进行自查自

纠；督促各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在

岗履职， 切实把各项工作做细、

做实、做到位，杜绝各类安全事

故发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蔡婕）

观山湖区人社局———

开展安全生产集中检查

本报讯 近日 ， 白云区牛

场布依族乡石龙村举行 2020 年

年终总结表彰大会， 进行村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年终分红 ，

全村 816 名村民共获得 40800

元分红。

去年 7 月以来， 石龙村以党

建引领，大力整合辖区生态、民族

文化、农业产业等资源，通过村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截至去

年底， 石龙村乡村旅游共接待游

客 98 批次，3000 余名党员来到

石龙村开展党建活动， 石龙村村

集体经济增收 30 余万元，实现零

的突破。

当天， 石龙村给全村 816 名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社员发放

乡村旅游分红资金 40800 元。 会

上， 石龙村还举行了爱心助学基

金发放仪式， 发放爱心助学基金

9100 元， 资助困难家庭学子 13

名，人均资助 700 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白云区牛场乡石龙村———

800余名村民获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