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有市民向贵阳市融媒

问政平台反映， 贵阳阿哈湖水库

水管站附近一平台围挡被破坏，

存在安全隐患。 经问政平台积极

转办和对接，4 月 7 日， 经开区生

态环境局已对受损围挡进行修

复，排除了安全隐患。

根据市民反映的线索，4 月 6

日上午， 记者赶赴阿哈湖水库看

到，在金竹路阿哈湖水管站附近，

因靠水库一侧为陡坡， 沿途的堡

坎上安装有长约 600 米、 高约 3

米的铁丝围挡。 在市民反映的破

损处，缺失约 4 米长的铁丝围挡，

破损围挡周边没有任何警示标

志，存在安全隐患。

对此， 记者联系到经开区生

态环境局。 经该局核实，破损围挡

确属该局管辖范围。 4 月 6 日，该

局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查看， 共发

现三处围挡遭到破坏。“我们当即

安排维修人员于 4 月 7 日完成修

复工作。” 该局水务管理处负责人

田力说，下一步，将联合金筑街道

办事处， 对管辖范围内的阿哈湖

水库区域加强巡查，确保安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庆

阿哈湖水库边破损围挡已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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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接种点时， 携带有效

身份证件原件，做好个人防护。

接种时，配合接种人员登

记个人信息，如实提供健康状

况和接种禁忌症等信息。

接种后， 留观 30 分钟，没

有异常情况才可以离开；保

持接种部位干燥清洁， 建议

接种当天不洗澡；不吃海鲜、

芒果等容易引起 过敏 的食

物；多喝水、多休息，建议 7

天内不要进行剧烈运动，不

要酗酒。

接种新冠疫苗有哪些注意事项？

优生咨询就是指咨询医

师或从事临床遗传学的专业

人员为前来咨询的服务对象

提供有针对性的解答，提供优

生服务的相关信息，遵循“非

指向性” 原则，协助服务对象

选择相应对策。 注意服务对象

的心理状态， 给予必要的疏

导。 尊重服务对象的隐私权，

对其提供的病史和家族史给

予严格保密。

优生宣传倡导就是通过多

种方式， 向计划怀孕夫妇宣传

优生科学知识， 增强出生缺陷

预防意识，树立“健康饮食、健

康行为、健康环境、健康父母、

健康婴儿” 的预防观念。 与计

划怀孕夫妇充分沟通， 了解需

求，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积极引

导夫妇接受知识、转变态度、改

变行为， 共同接受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做好孕前准备。

何为优生咨询？ 优生宣传倡导是什么？

本报讯 记者 4 月 13 日从

贵州省政务服务中心获悉，《贵

州政务服务网管理办 法 （试

行）》已于日前开始施行。

贵州政务服务网是全国一体

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在贵州的延

伸，是贵州省“一云一网一平台”

的主要部分。 截至目前， 省市县

3500 多个部门、1500 多个乡镇、

17000 多个村（居）的 78 万个政

务服务事项集中在贵州政务服务

网上对外服务。 《贵州政务服务

网管理办法（试行）》的出台，将

进一步规范贵州政务服务网建设

运行，对建立高效工作机制，形成

合力有序保障平台规范、安全、稳

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办法》设置了总则、建设管

理、系统应用、网上业务、移动政

务、用户管理、运维管理、安全管

理、数据应用、考核评估、附则十

一章五十七条， 对贵州政务服务

网建设、运维、管理，以及全省使

用贵州政务服务网办公、 审批服

务、管理、调度等进行规范。

《办法》明确，政务服务事项

按照信息发布、材料预审 、材料

核验、全程网办四种类型推进网

上办理，能全程网办的事项原则

上均要实现全程网办。通过贵州

政务服务网在线申报的业务，政

务服务部门应在 1 个工作日内

预审、受理（有法律和承诺时限

规定的除外），并将预审 、受理

情况告知申请人。各级政务服务

部门应负责推动本部门的政务

服务全程电子化、 全程信息共

享、全程交互服务，推动更多事

项全程网上办结。各级政务服务

中心应建立网上政务服务监督

机制，及时提醒、调度、通报、督

促部门开展网上服务，确保网上

申报、咨询、投诉等及时响应办

理。 政务服务结果是证照批文

的， 各级政务服务部门应按照

“谁主管、谁生成、谁负责” 的原

则， 在办理后制作电子证照，共

享到贵州政务服务网，并推进证

照信息动态管理。

《办法》还明确各级政务服

务部门除工作需要和本人同意

外，不得随意调取他人数据，不得

泄露相关数据。 凡明确网上能办

理的事项，除法律、法规、规章另

有规定外， 不得强制要求服务对

象到场申请或提供纸质材料。 同

时， 各级政务服务部门应积极推

进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电子档案

在政务服务工作中应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成琼）

贵州政务服务网管理办法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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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3 日，记者从

数博会工业 APP 融合创新大赛

组委会获悉，2021 数博会工业

APP 融合创新大赛报名通道已

经正式开启，赛期将从 4 月初一

直持续到数博会结束。

作为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重要赛事之一，本届大赛

旨在进一步推动工业 APP 发展，

加速我国工业技术软件化进程，

激发全社会面向制造业 APP 和

软件应用的创新创业活力，打造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

的强劲引擎。

大赛面向全社会开放， 国内

工业企业、工业互联网企业、工业

软件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

均可报名参赛， 重点征集普适性

强、 复用率高的基础共性工业

APP；经济价值高、推广作用强的

行业通用工业 APP；特定领域、特

定场景个性化需求的专用工业

APP； 助力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的

疫情防控工业 APP。 参赛作品包

括但不限于基于移动端或 PC 端

的 APP、软件、SaaS 服务应用或创

意， 旨在汇聚工业领域的优秀产

品开发商及创业者作品落地，共

同推动国家级区域工业互联网平

台建设， 加快构建以贵阳市为基

础、辐射全省、面向全国的工业互

联网产业生态体系。

此次大赛采用线上评审和线

下路演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评选作

品。由报名、初赛、半决赛、总决赛

四个阶段组成。 报名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启动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24 时截止；初赛阶段自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9 日截止； 半决赛阶

段将于 5 月中旬进行， 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 并设一个

线下主会场； 总决赛阶段将于 5

月 25 日通过线下方式进行，同时

设置优秀项目展览展示区。 比赛

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单项

奖， 同时还将为参赛企业和项目

提供投资孵化、产融对接、品牌宣

传、 区域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战略

合作等服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2021数博会工业 APP

融合创新大赛开始报名

本报讯 4 月 13 日，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 贵州省第十一届运

动会将于 2022 年 8 月 8 日至

18 日在六盘水市举行。 经省政

府批准， 本届省运会筹委会在

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会徽、吉

祥物设计图、 主题歌和主题口

号，征集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3

日至 6 月 9 日。

本次征集活动应征作品要

体现时代特征和体育特色，彰

显 “团结奋进、 拼搏向上” 和

“更高、更快 、更强、更好 ” 的

体育精神， 展示贵州和中国凉

都·六盘水独特文化底蕴。 应

征作品风格、 形式不限， 要具

有思想性、时代性、文化性、地

域性等特点， 能得到不同文化

背景、 不同性别和年龄段人群

的普遍认同。

会徽须包含 “贵州省第十

一届运动会”“2022.8”“六盘

水” 等要素，不超过 4 色的彩色

图形设计， 具有独特的构图创

意，突出时代特征、体育特点和

区域特色，图案清晰流畅，色彩

简洁大方，寓意贴切，具有鲜明

的象征意义和体育韵味， 适于

平面宣传。

吉祥物要以六盘水市地方

特色为主要创作元素和拟人化

形式表现，造型美观大方，活泼

可爱，易于制作，能广泛适用于

特许产品、视频宣传、景观塑造

和制成模型等立体化展示。

主题歌应具有强烈的时代

感，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体裁

形式不限，独唱、合唱皆可，贴合

主题，寓意深刻，易于传唱，旋律

激昂、催人奋进，时长控制在 5

分钟以内。

主题口号应全面展示贵州

省各项事业辉煌成就，具有鲜明

时代特征和六盘水特色，简洁明

快、响亮有力、易记上口，具有较

强感染力和感召力。

据了解， 本届省运会会徽、

吉祥物设计图、主题歌、主题口

号征集，各设入选奖 1 个，入围

奖 5 个。关于贵州省第十一届运

动会征集会徽、 吉祥物设计图、

主题歌和主题口号其他细节要

求，广大应征者可登录六盘水市

政府官网查看。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鸿）

贵州发布贵州发布

我省向全国公开征集

第十一届省运会会徽等

■相关新闻

本报讯 4 月 13 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十一

届运动会共设竞技体育项目

24 个， 群众体育项目暂设 35

个，较往届省运会项目更为丰

富， 并首次设置冬季项目，包

括陆地冰壶和越野滑雪两项

赛事。

据了解， 为加快推进体育

强国建设， 深入实施全民健身

战略， 本届运动会设竞技体育

和群众体育两个组别， 于 2020

年 5 月印发的 《贵州省第十一

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竞赛规程

总则（草案）》确定，本届省运

会竞技体育组设置 24 个大项、

567 个小项； 群众体育组设置

35 个大项。目前，竞赛规程总则

正在制定中。

此外，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 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响应国

家体育总局冰雪运动 “南展西

扩东进” 战略，发掘优秀冰雪运

动后备人才，本届省运会将首次

设置陆地冰壶和越野滑雪两项

赛事，共设 16 块金牌，将于 2022

年 1 月至 2 月提前进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鸿）

省运会将首次设置冬季项目

观潭大道路网项目最长桥梁———

摆狮头特大桥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本报讯 截至目前， 观潭大

道路网项目最长桥梁———摆狮头

特大桥项目已建成桩基 120 根、

承台 2 个。

据施工单位项目工区主任谷

政祥介绍 ， 摆狮头特大桥全长

1.622 公里，是观潭大道路网项目

重要控制性工程之一， 也是全线

最长桥梁， 桥梁结构为连续刚构

及预制小箱梁。 整个桥梁施工桩

基数量为 488 根、承台 104 个、墩

柱 96 根、大刚构桥 4 个。

“目前全线共有 5 个作业

队， 分别在 5 个施工区域进行桩

基开挖、钢筋笼制作、

承台施工等。 全线共

有 18 名管理人员和

500 多名一线工人， 实行 24 小时

轮班作业， 确保工程建设安全有

序进行。 ” 谷政祥说，目前平均每

天可以建成 4 至 5 根桩基， 到施

工高峰期，每天可建成 10 根以上

桩基。

为满足施工需求， 施工现场

设立了 5 个钢筋加工场， 每天可

加工约 45 吨钢筋。

为保证项目施工安全， 项目

部专门成立了以项目主要负责人

及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施工管

理小组，严把生产安全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