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在“六一” 国际

儿童节到来之际，6 月 1 日，

贵 安 新 区 各 部 门 组 织 开 展

“六一” 走访慰问活动，向新

区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美好

祝福，向辛勤耕耘的教师表示

感谢。

当天一早， 由贵阳市关工

委、 贵安新区党工委组织人事

部相关负责人带队的慰问组一

行， 先后前往贵安新区马场镇

马场中心小学、 洋塘小学开展

慰问活动。 在详细了解孩子们

的学习生活情况及面临的困难

后， 慰问组鼓励他们要树立生

活信心、克服困难。 随后，慰问

组还为同学们送上了书包、书

本等学习用品。

贵安新区工会办事处、贵

安新区团工委、 贵安新区妇

工委还赴新区各乡镇走访慰

问留守、困境儿童家庭，详细

了解孩子们当前的生活、学

习状况及遇到的问题， 并送

上了助学慰问金， 鼓励大家

要勇于面对暂时的困难 ，保

持良好心态，坚定生活信心，

积极努力学习， 争做新时代

好少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俊鹏）

本报讯 5 月 31 日，贵安

新区马场镇在镇中心幼儿园开

展“小桔灯” 亲子阅读分享活

动， 陪伴留守、 困境儿童欢度

“六一” 儿童节。

活动中， 志愿者为小朋

友们讲述了 《太 阳 公公 发

电》《狼和兔子是邻居》等

故事，并与其亲切交流互动，

引导他们从小做心里有爱 、

胸怀感恩的人。随后，工作人

员 、 老 师 与 小 朋 友 一 起 玩

“合作搬书” 和“小小赛车”

游戏。

此外， 马场镇妇联还向小

朋友赠送 100 余本绘本，祝愿

小朋友度过快乐的“六一” 儿

童节。

（罗红梅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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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贵安新区结

合实际出台 《贵安新区高中阶段

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的实施意见》。 根据《实施意

见》， 从 2021 年 9 月入学的七年

级开始， 贵安新区初中七年级学

生均按照贵阳市高中阶段学校考

试招生工作统一安排部署 ，到

2023 年完全实现与贵阳市同步，

建立起贵安新区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的普通高

中招生多元录取模式。

《实施意见》明确，贵安新区

将围绕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

目标，更加注重学生发展的全面

性和过程性，按照“综合考核、客

观评价” 的原则，对学生初中三

年的综合表现进行更加科学、全

面的评价。 充分发挥考试评价的

激励导向功能，加强对评价机制

的改革 ， 着力解决好培养什么

人、 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引导社

会、学校、教师和家长树立正确

的育人观和人才观。 建立科学公

正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

机制，加强考试招生工作的透明

度和监督力度，保障考试招生公

平公正。

按照贵阳贵安高中阶段学校

考试招生制度逐年实现同步的规

划， 从 2021 年进校七年级学生

起， 贵安新区逐年与贵阳市同步

实施统一报名、统一命题、统一考

试、统一评卷、统一录取。 到 2023

年，与贵阳完全同步。

《实施意见》提出，推进教育

综合改革， 实施素质教育， 逐步

构建贵阳贵安同步实施的高中

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模式，提

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从 2021 年进校七年级

学生起，以贵安新区为独立招生

单元，纳入贵阳市考试评价及普

通高中学校考试招生录取范畴，

同步开始实施贵阳市新的考试

评价及普通高中学校考试招生

录取方案，执行贵阳相同项目的

加分标准。

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

法” 的思路，该项工作设置 3 年过

渡期， 即 2018 级、2019 级、2020

级初中学生按照贵安新区原高中

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执行，让

家长和学生对贵阳市高中阶段学

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工

作有熟悉认同的过程， 便于社会

接受， 同时让贵安新区高中阶段

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相对平稳、有序。

过渡阶段，2018 级、2019 级、

2020 级初中学生以独立的招生

单元，按照新区原方案（含加分

项目）， 在新区范围内封闭开展

招生考试工作。 除英语学科由贵

阳市单独出题外，其他考试科目

命题和考试时间与贵阳市完全

相同， 政史合卷 130 分转化为等

第计分。

2018 级、2019 级 、2020 级过

渡阶段学生参加贵阳市开展的所

有考试，同步评出分数和等第，作

为考核学校教学质量的依据之

一，不计入新区学生中考成绩；若

是贵安新区学生转入贵阳市就

读，则计入学生成绩。

从 2021 年起，贵阳市示范性

普通高中在贵安新区定向招生

20 人，具体指标由贵阳市教育局

分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本报讯 在“六一” 国际

儿童节到来之际， 贵安新区各

学校纷纷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以“童心向党”

为主题，组织开展“六一” 儿童

节系列活动，激发学生爱党、爱

国热情，引导广大儿童“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 。

6 月 1 日，贵安新区湖潮

乡 “童心向党·献礼建党百

年” 系列主题活动在贵安新

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学校举

行。 活动现场，由小朋友们带

来的《红星闪闪》等节目轮番

上场， 表达着对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的美好祝福。贵

安新区新艺学校举行 “学党

史铭党恩·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 ”“六一 ” 文艺汇演活

动，全校学生以饱满的热情、

美妙的歌声、优美的舞姿 ，展

现了少年儿童的良好精神风

貌和昂扬向上的斗志。 北大

培文贵安实验小学、 贵阳实

验 小 学 贵 安 分 校 也 举 办 了

“六一” 儿童节活动，让广大

儿童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

的节日， 进一步增强孩子们

爱党爱国的思想情感。

5月 31日，贵师大贵安附小

举办了以 “童心向党·薪火相

传” 为主题的“六一” 朗诵比

赛，由老师、家长、学生共同带

来的朗诵、 合唱等节目陆续上

演，让学生们了解党的历史，增

进对党的认识，更加热爱党、热

爱祖国。 湖潮乡中八二小举行

“六一” 文艺汇演暨夏季运动

会活动，同学们用歌声，抒发了

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和理想抱

负。 贵州师范大学贵安附属幼

儿园以“童心向党·快乐成长”

为主题开展了文艺表演， 小朋

友们用生动活泼的演出， 赢得

台下观众阵阵学掌声。 贵安新

区天域幼儿园开展了 “六一”

文艺汇演， 孩子们带来了丰富

多彩的舞蹈、歌唱等才艺表演，

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唐安永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梁俊鹏 谢孟航）

贵安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

到 2023年实现与贵阳同步

■设置 3 年过渡期，2018 级、2019 级、2020 级初中学生按照原制度执行

■从今年进校七年级学生起，逐年同步实施统一报名、命题、考试、评卷、录取

贵安各学校组织开展“六一” 儿童节系列活动

贵安各部门开展

“六一” 走访慰问活动

▲5 月 28 日，贵安新区 2021 年中高考工作会举行，传达国家、

省有关会议精神，并对 2021 年中高考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确保

中高考安全、平稳、有序、阳关进行。 （谢孟航）

▲5 月 26 日，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举办校企合作交流会，

与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开启校企合作， 双方将以产教融合的创

新方式，在产学研合作、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等领域进行合作。

当天，校企双方举行了产教融合基地授牌仪式。 （梁俊鹏）

▲5 月 26 日，贵安新区社会事务协调局组织调研组，到高峰镇

桥头村调研指导乡村振兴和驻村帮扶工作，与第一书记、经营企业

进行交流，深入了解发展情况和存在的困难，帮助桥头村谋思路、

办实事、解难题。 （谢孟航）

简 讯

本报讯 5 月 26 日， 贵安

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举行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三次学习

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

专题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历史。

学习会分自学、集中学习和

专题研讨 3 个环节进行， 自学

内容为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

述摘编》。 集中学习环节，参会

人员重点学习 《中国共产党简

史》 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二章第

五节，即“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 和 “遵义会

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专题研

讨环节，4 名发言代表围绕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 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 现场进行发言

和交流。

学习会后，参会人员纷纷表

示，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到红色政

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易，

要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用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

凝聚力量。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

神， 紧盯省委提出的围绕 “四

新” 抓 “四化” 的要求， 使出

“闯” 的干劲，拿出“抢” 的状

态、展现“新” 的面貌，全面推动

贵安新区住建系统各项工作高

质量开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贵安住建局举行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 6 月 1 日起，贵安

新区消防救援支队全面启动

“安全生产月” 系列消防排查宣

传活动，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宣

教力度，推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

强化教育培训演练。 以“落

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为

主题，通过网络公开课、新媒体

直播、“蓝朋友说消防” 等形式，

面向社会公众普及火灾事故的

案例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扎实

开展上门培训，组织人员深入社

会单位，督促其落实消防安全主

体责任，开展消防安全基本技能

实操实训和应急疏散演练，全面

提高单位防控火灾能力。

强化提示警示宣传。充分利

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向广大群

众普及基本消防知识和技能。组

织乡镇村寨、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广泛悬挂防灾减灾标语。利用电

子荧屏、宣传栏播发放各类火灾

教育警示片，推送消防安全提示

和消防公益广告，切实提高广大

群众的火灾防范意识。

强化火患排查服务。以小型

生产经营性场所、易燃易爆危险

品场所和宾馆酒店等人员密集

场所为重点， 盯紧临时出租屋、

旅游景点、 施工现场等单位场

所，深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 对

辖区重点单位开展防火业务帮

扶，指导制定灭火预案、开展消

防培训、 组织消防安全演练，提

升单位自主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黄飞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张鹏）

贵安消防启动

“安全生产月” 系列活动

“小桔灯”亲子阅读活动

走进幼儿园

在湖潮乡举行的“童心向党·献礼建党百年” 系列主题活动

上，小朋友在表演舞蹈《革命新一代》。 湖潮乡文化站 / 供图

在北大培文贵安实验小学举行的“六一” 儿童节活动上，

学生在进行才艺展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在湖潮乡中八二小举行的“六一” 文艺汇演暨夏季运动会

上，学生在表演舞蹈《红灯笼》。 湖潮乡文化站 / 供图

贵师大贵安附小“六一” 朗诵比赛现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摄

本报讯 近日，贵安新区办

公室赴贵阳市党风廉政警示教

育基地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活动当天，大家有序参观党

风廉政警示教育基地，通过观看

视频、图文、实物陈列等，了解各

种典型腐败案例， 进一步筑牢、

筑实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活动结束后， 大家纷纷表

示，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

断增强纪律观念规矩意识，始终

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自觉做到慎初慎独慎微，以高质

量“三办三服务” ，助推“强省

会” 五年行动深入实施和贵阳

贵安高质量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欣健）

不断增强规矩意识

做到慎初慎独慎微

贵安新区办公室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本报讯 近日，贵安新区邮

政办联合贵阳市邮政管理局赴

贵州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开展警示教育专题活动，让党员

干部在思想上得到洗礼，对廉洁

自律的认识更加深刻。

活动现场， 大家在讲解员

的带领下 ，参观了“领导干部

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

整治 ” 专题展览区，认真聆听

了一个个真实的案例， 共同观

看了警示教育片，以案为鉴，警

醒自己。

大家纷纷表示， 反面典型

引人不断反思， 今后将引以为

戒， 时刻提醒自己在工作和生

活中坚定理想信念， 提高拒腐

防变的能力， 牢固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守

好廉洁自律的底线， 做到懂规

矩、守纪律、讲诚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长清）

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坚守廉洁自律底线

贵阳贵安邮政联合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