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连日来， 为了让

辖区考生在中高考期间享有安

静的复习、休息和考试环境，观

山湖区生态环境分局充分调配

执法力量， 开展噪声污染监督

执法工作。

工作中， 该局联合区公安

分局、 区文广局对中天会展城

101 金融大厦娱乐场所开展噪

声扰民监督执法和监测； 联合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世纪城街

道对世纪城辖区的娱乐场所、

临街商户、广场舞聚集点，长岭

路沿线建筑工地开展噪声防控

监督执法。 执法检查组在检查

过程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贵州省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等进

行宣传讲解， 阐明违反法律法

规所承担的法律后果， 督促企

业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

责任，同时对存在的问题，及时

督促进行整改， 消除与降低噪

声扰民问题。

据统计，5 月 25 日至 6 月

8 日，观山湖区生态环境分局共

联合区综合行政执法、文广、住

建、 公安等部门出动执法人员

46 人（次），检查娱乐场所 15

家、临街门面 190 余家、施工工

地 17 家（次），责令停止产生

噪声的行为 35 起。

（邰秀光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蔡婕）

观山湖区生态环境分局———

开展噪声污染监督执法工作

6 月 4 日， 修文县六广

镇“学党史 感党恩” 主题

教育暨文艺下乡活动在龙

窝村文化广场举行，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推进主题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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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乌江的成功，按下了

佯攻贵阳的启动键， 开启了从

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辉煌大

幕。 ” 近日，在息烽县流长镇前

奔村红军南渡乌江纪念碑前 ，

县委宣讲团成员、 县委党校教

师邹科正在为县委办党员干部

讲解中央红军南渡乌江过息烽

的红色故事。

从南望山之巅到乌江河畔，

从城市机关到田间乡野，从红色

遗址到农家院落……“七一” 临

近， 息烽县各级各部门丰富载

体，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

党史宣讲活动，全县党史学习教

育气氛愈加热烈、浓郁。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息

烽县将党史专题宣讲作为学习

教育的重要环节， 精心组织，迅

速启动，在宣讲队伍、宣讲内容、

宣讲方式等方面下足功夫。 充分

运用本地红色资源，突出百年奋

斗历程等主题， 分不同阶段、不

同层次，推动党史专题宣讲进企

业、进农村、进校园等，掀起了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

热潮。

推广“四讲” 模式，层层深

入“靶向” 宣讲。 息烽县从“四

讲” 入手，即领导干部带头讲、

县委宣讲团示范讲、 各系统领

域联动讲、面向基层常态讲，通

过分层次广覆盖多角度的宣

讲，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

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县委

常委和其他县级领导率先垂

范，下沉到对口联系乡（镇、街

道）或分管部门、系统开展专题

宣讲，让党史学习教育既接“天

线” 更接 “地气” ； 全县各部

门、单位主要领导积极跟进，结

合“党课开讲啦” 活动，深入学

习、精心备课，在各基层党组织

中讲党史、话发展。 在全县精心

遴选 22 名政治素质好、理论水

平高、 宣讲能力强的领导干部

组建县委宣讲团 ， 为 11 个乡

（镇 、街道）、各系统党员干部

集中送去“精神大餐” 。 按照分

级分类、分工负责的原则，县直

机关工委、县教育局党委、县卫

生健康局党委牵头组织好本系

统本领域联动宣讲；团县委、县

总工会、 县妇联等分头抓内部

宣讲， 营造全民学党史的浓厚

氛围 。 延伸党史宣讲的 “触

角” ，各乡（镇 、街道）成立宣

讲小分队，依托新时代农民（市

民）讲习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等阵地面向基层互

动宣讲， 把百年党史送到基层

群众身边。

宣讲中，息烽县各层级宣讲

人紧紧围绕全县统一制定的宣

讲方案、宣讲提纲，紧扣党史学

习教育主题、核心要义，结合分

管工作和宣讲单位实际，特别联

系红军长征过息烽、息烽集中营

革命历史纪念馆等红色资源，传

承红色基因， 赓续精神血脉，与

广大党员干部面对面交流、心连

心互动。 把理论知识融入群众话

语， 系统宣讲党史学习教育意

义，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

紧贴红色地标， 让党史宣

讲更显温度。 党史学习教育启

动以来， 息烽县深入发掘红色

资源，通过组织集中宣讲、现场

互动体验、观看红色情景剧、红

色故事讲解等形式， 让党史学

习教育生动鲜活， 让党员学得

进去、 学得到位。 4 月中旬以

来， 息烽县各单位分别组织党

员干部来到息烽集中营革命历

史纪念馆、 张露萍等七烈士陵

园、 九庄红军烈士陵园等 7 处

红色纪念场所举行现场宣讲教

学活动。 仅在息烽集中营革命

历史纪念馆，截至 6 月 8 日，该

馆累计接待党员干部培训班

489 个班次、2.64 万人次。

截至 6 月 4 日，息烽县累计

组织开展宣讲 245 场，受众 1.4

万人次。 一场场富有深度、广度

和温度的宣讲，不仅是生动的理

论辅导， 更是初心和使命的召

唤。 息烽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聆听宣讲受益良多，从更高

站位、更高层次领会到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要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以打好“突围

战” 、当好“特长生” 、助力“强

省会” 、助推“新跨越” 为工作

主线，切实找准融入贵阳贵安经

济体量大能级城市发展的切入

点，全力以赴推进息烽高质量发

展。

通讯员 罗建普

讲好红色故事 汲取奋进力量

———息烽县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综述

本报讯 6 月 9 日，南明区

文体广电旅游局、 五里冲街道

办事处、 南明区文化馆联合举

办“我们的节日·端午” 文艺演

出活动。

活动在舞蹈 《党旗更鲜

艳》中拉开帷幕，歌舞《当那天

来临再显军人本色》《新唱洪

湖水》、川剧《戏曲变脸》、越剧

《桃花扇》、诗朗诵《品味端午·

诗词寄情》、 相声 《妈妈的生

日》 等 10 余个节目轮番上演，

为居民带来了一场文艺盛宴。

活动还穿插设置党史大事记互

动问答， 进一步丰富党史学习

教育形式， 加强社区党员群众

对党史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激

发大家的爱党爱国热情。 此外，

五里冲街道延安南路社区还为

居民免费派送端午粽子。

（刘杰 熊新星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本报讯 6 月 9 日， 贵阳高

新区党史学习教育暨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学党

史、知党情、跟党走” 知识竞赛决

赛落下帷幕， 来自全区各部门

（单位、企业）的 18 支队伍进入

决赛， 最终共评出一等奖 3 名、

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9 名。

本 次 活 动 旨 在 以 竞 赛 形

式回首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检

验大家党史学习情况 ，进一步

在全区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

潮。

在预赛阶段，来自全区各部

门（单位、企业）的 41 支参赛队

123 名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青

年团员等参加了现场闭卷测试，

共 18 支代表队从预赛脱颖而出

进入决赛。 决赛分为机关专场、

企业专场和混合专场 3 场进行，

每场比赛的 6 支参赛队分别角

逐出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2 名、

三等奖 3 名。 决赛分必答题、共

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加赛题五

种题型，选题范围涵盖《党员干

部学 “四史” 知识竞赛 2000

题》及高新区印发的《“学史明

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

行” ———党史应知应会手册》等

党史学习教育材料。

比赛结束后， 大家纷纷表

示，通过以赛促学的方式，能进

一步提升党史学习教育效果，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接下来， 将自觉把党史学习教

育与工作紧密结合， 努力做到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

局， 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蕾）

本报讯 日前， 经开区庆

祝建党 100 周年技能作品展活

动的作品征集阶段结束，20 余

名技能人才累计提交 36 件技

能作品参展。

为调动技能人才参与活动

的积极性， 经开区通过线上线

下渠道，加大活动宣传力度，扩

大活动知晓率， 广泛动员全区

各企业、技能大师工作室、行业

协会、 社会团体等组织及个人

进行申报。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

作品征集，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 贵州华烽电器有限

公司、 贵航高级技工学校等近

10 家制造类企业的技能人才和

学校师生积极参加活动， 累计

提交 36 件技能作品。

在提交的作品中， 作者纷

纷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主

题，发挥自身才能，巧妙构思，

创作作品， 表达对党的崇敬之

情。 例如，作品“浙江嘉兴南湖

红船模型” 按照 1:50 缩放，通

过尺寸计算、绘图、划线放样、

切割下料，并精心锉削、钻孔、

组装、焊接、打磨而成。

此次技能作品展是经开区

2021 年技能人才系列活动之

一， 旨在通过征集技能人才的

优秀技能作品， 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 并以此为契

机， 进一步激发辖区广大技能

人才的爱国主义精神， 弘扬工

匠精神， 充分展示经开区技能

人才的风采和面貌。

（孙玉香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黄菊）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乌当

区了解到， 该区将加快产业数

字化、数字产业化。力争到 2025

年， 全区两化融合发展水平综

合指数达到 65， 建成工业化联

网和智能制造典型应用场景项

目 20 个、两化融合标杆企业 10

个、智能化改造项目 25 个。

乌当区将加快推进 5G 网

络、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物

联网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为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打

好基础。 依托好活科技等企业，

加快推进全区大数据生态体系

打造， 重点布局产业大数据挖

掘与服务、数据安全管理、大数

据智能制造融合服务、 大数据

医药医疗服务等领域。 同时，对

接省市工业互联网和工业云平

台，健全地区云服务体系，进一

步实施 “千企改造”“万企融

合” 工程，优化“两化融合” 主

攻方向， 创新 “数字化改造”

“智能化升级” 引导政策，鼓励

工业企业向智能化生产、 个性

化定制、协同制造、服务型制造

领域延伸， 集中资源打造一批

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引领全区

工业创新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高新区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竞赛圆满落幕

乌当区———

力争到 2025 年两化融合

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达到 65

经开区———

技能作品展征集到 36 件作品

南明区———

举办端午节文艺演出

本报讯 6 月 9 日， 修文县

税务局到贵州黔贵六广河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走访调研，深入企

业问发展问困难问需求，为企业

提供精准服务。

修文县税务局一行实地查

看了企业经营环境和基础设施

建设情况，了解企业运营、服务

质量等相关情况， 并就纳税服

务、政策宣传及涉税工作中遇到

的困难进行交流。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修文县税务局紧紧围绕“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 ， 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我为群众办实事” 相结合，

成立由局领导班子成员组成的

专项走访小组，深入部分企业走

访问需，倾听收集企业和纳税人

意见建议。

“税务部门与企业是鱼水关

系，深入企业走访问需，才能切实

搭建税企互动桥梁， 帮助企业解

决实际发展难题。 ” 修文县税务

局党委书记、局长周昌凡说。

下一步，修文县税务局将立

足企业需求，加强与企业沟通交

流，根据企业反馈的问题有针对

性地制定和实施计划，应企业要

求开展相关培训，用心用情用力

支持企业发展。

（朱晓慧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张晨）

修文县税务局走访企业办实事

推进主题教育

送文艺下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