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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 贵安新区公安局举

行党史学习教育和 “牢记殷切嘱托、忠

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 专题教育

动员部署会。

会议强调，贵安新区公安局全警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

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

维护” ，坚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突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 坚持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及人民

公安史相贯通，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在

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精

神相结合，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

使命的思想根基。 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

党的非凡历程中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坚持不懈地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会议要求，局属各党组织要以高度

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政治自觉，把党史

学习教育贯穿全年， 加强组织领导，周

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强化督促

检查，创新方式方法，坚持规定动作和

自选动作相结合，不断增强学习教育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

本次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开

至局属各基层所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贵安公安局部署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3 月 15 日， 贵安新区高峰

镇举行党史学习教育和“牢记殷切嘱托、

忠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 专题教育

动员大会。

会议指出， 全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贵安新区党

工委的部署要求，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和“牢记殷切嘱托、忠诚干净担当、喜

迎建党百年” 专题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

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中，推动全镇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

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会议强调，全镇上下要理解好“为何

学” ，把握好“学什么” ，安排好“怎么

学” ，以上率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针对

不同对象、不同群体，既要有统一要求，

也要有个性化、差别化、精准化安排，确

保取得实效。 党委班子成员要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通过中

心组学习、辅导报告、集中研讨等形式加

强学习， 成为知史学史、 以史明志的表

率。 要把党史作为各单位各类党员和干

部教育培训的基础内容， 聚焦新中国发

展、改革开放历程中的工作成就、创新成

果和精神，在党员干部中开展“阅读体会

分享” 交流活动。要以突出政治功能为重

点， 把党史学习教育贯穿全年组织生活

始终， 纳入基层党组织开展组织生活的

主题课程，做到抓在经常、融入日常。 各

基层党组织要结合实际情况， 对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内容安排、 组织方式等进

行精心策划， 积极探索有利于调动党员

积极性、提升学习教育效果的有效措施，

通过开发精品党课、开展红色寻访活动、

红色故事分享赛等活动， 增强党史学习

教育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要强化督促检

查， 把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作为基层党组

织书记抓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 纳入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三个责任

制” 检查的重点内容。

（欧阳德智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谢孟航）

本报讯 3 月 15 日，贵安新区马场

镇举行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深刻阐

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学习重点和工作要求，为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全

镇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党

史学习教育与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

州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的

系列重要论述，高质量高标准抓好党

史学习教育，传承精神、学习经验、明

辨史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

推进基层事业的强大动力，更加坚定

自觉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以优异成

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会议强调，全镇党员干部要把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贯穿今年的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来抓实抓细抓好， 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

实际行动抓好党史学习教育。要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省委、贵安新区党工委

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相关部署，在

党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 奋进的力量，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

信” 、做到“两个维护” ，进一步锤炼忠

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质，强化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力发扬革命精

神和斗争精神，勇担历史重任，在新长

征路上书写华丽篇章。

会议要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

的一项重大决策。 全镇党员干部不管在

哪个岗位， 都要投入到党史学习教育

中，认真履行责任和义务。 要坚持学以

致用，把党史学习教育内容和成果运用

好，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全面提高

自己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在学史明

理中进一步坚定使命担当，提高为民服

务办事水平，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

所悟、学有所得，确保党史学习教育落

到实处。

（吴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高峰镇启动党史学习教育 马场镇举行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本报讯 3 月 16 日， 记者从贵

安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获悉，

当前，园区的各企业正开足马力，冲

刺一季度“开门红” 。

在贵州泰豪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 工人们正忙着进行电

力设备组装。据介绍，该公司于 2016

年落户贵安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园，主要生产 40.5KV 及以下智能电

力设备， 承接 110KV 及以下电力工

程总包服务。

“今年市场前景良好，目前，公

司订单已经接到了五月份。” 该公司

总经理夏永说， 今年公司一季度的

预估产值在 3000 万元至 4000 万元

之间，相较去年上涨不少。

在位于园区南部的福爱电子

（贵州）有限公司生产车间，SMT 全

自动化生产线、 汽车控制器智能化

生产线等全面开工， 一批批汽车零

部件新鲜“出炉” 。

据了解， 该公司于 2015 年在贵

安新区注册成立， 是一家围绕发动

机核心技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

一体的制造商。

“今年一开年，我们的订单就源

源不断，收入也相应增加了不少。 ”

该公司装配车间主任周训义说，今

年前两个月，公司利润已达 1200 万

元，同比增长了 1 倍多，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 30%以上。

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另一

角，从事高精度数控设备研发、刀具

生产及销售的贵州泰和超硬工具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5 条全自动

加工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着。

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加大产品研

发投入， 大力推动生产线朝智能化

转型， 使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大大

提升，实现了稳产超产。

“目前， 公司的复工率达到

100%， 订单量比 2020 年同期增加

10%以上。 ” 该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李

贵生说，保守估计，公司今年的产值

将达 5000 万元。

为确保各企业能全力冲刺一

季度“开门红” ，贵安新区高端装

备制造园积极做好水电保供服务，

并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题等。 园区

招商运营处副处长李化隆说，园区

将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用更加完

善的要素保障、服务保障和配套保

障，为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保

驾护航。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

者 梁俊鹏 / 文 石照昌 / 图）

贵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开足马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3 月 10 日晚，贵安新区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夜间灭火实战演练。 演

练模拟一高层酒店发生火灾，参演力量全力扑救，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

图为演练中出动的高喷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摄

贵安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园区一角。

工人在福爱电子（贵州）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忙碌。

贵州泰豪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组装各式电柜。

本报讯 3 月 16 日， 记者从贵

安新区团工委获悉，连日来，贵安新

区各级少先队以“种植新希望 让红

领巾更鲜艳” 为主题，组织广大少先

队员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3 月 9 日， 贵安新区马场中心小

学组织全体少先队员开展“行动起来

为家园增添一点绿” 植树活动。挥锄

挖坑、栽树、压实泥土、浇水……随着

一道道工序一丝不苟地完成， 一棵

棵新苗就稳稳地在土里扎下了根。

少先队员手脚沾满了泥土， 汗水打

湿了衣服。 他们说，种下一棵树苗就

像播种了一个绿色的希望。

3 月 12 日， 贵安新区天峰学校

组织少先队员在校内开展种植实践

活动。 活动中，学校老师向学生讲述

了植树造林、绿化大地的意义，并组

织大家通力合作，种下一株株树苗。

3 月 12 日，湖潮乡机场小学、马

路小学围绕植树节主题， 通过制作

手抄报、演讲、录制视频等方式，向

家人倡导“播种绿色、播撒文明，从

自身做起” 的绿色生活理念，营造植

绿、爱绿、护绿的浓厚氛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俊鹏）

贵安各级少先队

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 3 月 11 日， 贵师大贵

安附小举行 2021 年 “青蓝工程” 师

徒结对拜师仪式。

活动中， 该校 29 名年轻教师与

老教师结对成功。 接下来，他们将加

强教育教学经验交流， 以此提高青

年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 教科研能

力和班主任管理水平。

“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

青于蓝。” 该校校长黄美芳说，为新教

师“找师父” ，让老教师、骨干教师传

帮带， 就是为了使新教师尽快成长，

助力学校建设一支高质量教师队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贵师大贵安附小

帮年轻教师“找师父”

本报讯 当前正是春耕备耕的

关键时期。 3 月以来，贵安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农村集贸

市场、村寨开展农资执法检查，进一

步规范农资市场经营行为， 净化农

资市场秩序。

专项行动中， 该局工作人员重

点检查化肥、农膜等农资产品，重点

查处无证无照经营、 销售不合格农

资产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在执

法过程中， 工作人员将专项检查与

教育引导有机结合， 向广大经营者

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宣传引导，

提升其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引导

其诚信经营、合法经营。

截至目前， 该局出动执法人员

50 人次、执法车辆 20 台次、检查经

营门店 30 户次。 下一步， 贵安新区

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大农资产品的

监管力度，确保有序备耕。

（王素皎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谢孟航）

贵安开展农资专项执法检查

本报讯 近日，贵安新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湖潮分局针对辖区学校、

幼儿园、校外开餐的培训机构，开展

食品安全培训。

本次培训以“校园食堂食品安

全管理” 为主题，结合相关案例 ，

全面讲解如何做好校园食品安全

工作。

培训会上， 贵安新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湖潮分局要求， 各学校及培

训机构要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建

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食品

安全应急预案，并结合实际，全面分

析食品加工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危害

因素和风险点， 确定食品安全自查

项目和要求，建立自查清单，制定自

查计划， 及时发现并消除食品安全

隐患， 切实做好学校供餐的各项工

作，防止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保障师

生及职工的饮食安全。

（肖庆峰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谢孟航）

湖潮乡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培训

本报讯 近日， 贵州贵安市政

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安

市政公司）发生暖心一幕：一名员工

患病，治疗需大量血液。 紧急时刻，

同事纷纷伸出援手， 积极献血助他

渡过难关。

据介绍， 贵安市政公司党委、

工会得知职工张某患重病的情况

后 ， 立即向全体员工发出为其无

偿献血的倡议。

倡议发出后，半天时间里，该公

司就有 22 名员工报名愿意献血。

随后，公司工会根据报名人员的

情况，筛选出 11 名员工，分两次前

往指定献血站进行献血， 并在献血

结束的当天， 将用血调配手续单送

到患病职工家属手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贵安市政公司员工积极献血

救助患病同事

贵安消防演练夜间灭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