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金秋九月， 项目建设加速

奔跑。 连日来， 云岩区辖区老

旧小区院落、棚户区改造现场、

背街小巷， 西出口片区老旧小

区改造（一期）改造工程完成

试点楼栋改造、 人民大道 05

号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吾悦

广场项目）有序推进……以人

民群众需求为导向，云岩区正

加速城市更新，城市配套日益

完善， 人居环境也持续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

全感越来越强。

云岩区委九届十一次全体

（扩大） 会议提出加快片区开

发建设，构建“一核两轴三片

多点” 城市发展格局，大力推

进新型城镇化， 以中心城区城

市更新单元为重点， 深入实施

棚户区、 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

改造。全区上下围绕“四新” 主

攻“四化” ，抓紧“三改” 这个

主任务，开足马力、全力以赴，

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在实施“强省会” 行动中

当好排头兵、主攻手，全力确保

“十四五”“强省会” 顺利开

局， 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A� 瞄准目标 全力推

进“三改” 任务

九月时节， 贵阳街头巷尾

桂花飘香。 家住云岩区延安西

路 303 号院的居民余新华吃过

饭在自家楼下散步， 环顾上个

月刚刚翻新的小区环境， 新修

建的绿化花坛、“蜘蛛网” 线路

全部入墙、智能环卫垃圾箱、智

能充电桩安装……住了近 20

年的老旧小区焕然一新， 她打

心底里感到开心。

作为云岩区深入推进新型

城镇化、推动“三改” 三年攻坚

行动的重点项目， 包括延安西

路 303 号，英烈路 1 号楼、3 号

楼等在内的西出口片区老旧小

区改造（一期）改造工程试点

项目已于 8 月下旬完成建设。

以此为样板， 西出口片区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一期）项目全

面铺开， 周边四千余户居民的

居住条件和生活品质将得到更

大的提升改善。

另一边， 作为云岩区棚户

区改造的重要内容， 云岩区人

民大道 05 号地块———贵阳云

岩吾悦广场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建设中， 区领导定期调度指挥、

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施工单位全

力建设……预计建成投入运营

后，将进一步优化云岩区服务业

产业布局，激发城市发展活力。

作为实施“强省会” 行动和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今

年 5 月，贵阳全面启动“三改”

三年攻坚行动。云岩区作为省会

城市主城区、 攻坚行动主战场，

坚持规划引领，精心编制了《云

岩区棚户区、老旧小区、背街小

巷 改 造 规 划 方 案（2021—

2023）》，将全区城市更新分为

三马片区、小关片区、中心片区

三个大的片区， 统筹开展全区

“三改” 工作，全力推动城市更

新。今年全区“三改”目标任务：

完成棚户区改造 21285 户、面

积 337.87 万平方米， 老旧小区

改造 9003 户、 面积 51.2 万平

方米，背街小巷改造 50 条……

一场推动城市更新的大幕徐徐

展开， 一项事关群众幸福指数

的民生工程全面启动。

瞄准目标任务，下一步，云

岩区将全力抓重点、快突破，加

快推进项目开工、 前期手续办

理、项目预征收、土地挂牌等工

作， 采取区域内地块与区域外

地块相结合、 总体项目与局部

项目相结合、 低效用地与净地

出让相结合的方式， 积极做好

项目包装策划， 加快推进小关

万达广场、 中铁尚和锦城等项

目地块棚户区改造，西出口、栖

霞小区、 府苑小区等老旧小区

改造任务。

B� 严保质量 “三改”

高质量打造民心工程

“房子年头太久， 以前一

下雨屋顶就渗水， 找人补过好

多回，效果都不好。 这次政府帮

我们这个老旧小区提升改造，重

新做了屋顶防水，前段时间下雨

再没出现房顶浸水情况，这‘老

大难’ 问题终于解决了。 ” 9 月

17 日， 记者走进云岩区盐务街

街道盐吉居委会辖区府苑小区

了解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设成

效，居民周丽娟赞不绝口。

府苑小区是已经修建了

20 多年的老旧小区， 共有 10

栋居民楼， 占地近 3.8 万平方

米，共居住有 490 余户居民。近

年来， 府苑小区楼栋开始出现

墙体渗水、道路破损、管网堵塞

等问题， 给这里的居民们带来

了不便。

为此， 云岩区将其纳入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 实施了屋面

防水、楼道修缮及立面整治楼栋

改造工程、小区道路及地面改造

工程、雨污管网改造工程、安防

整治工程等。 不仅如此，项目还

对小区内部进行了院落景观打

造，把以前垃圾丛生的小竹林改

造成美丽的小花园，新增三个休

闲凉亭， 为辖区群众休闲歇凉、

聊天交流提供了便利。

在改造中，项目现场施工单

位注重质量细节，积极听取居民

群众建议意见，多元化满足特殊

群众需求， 把 “坚持以人为核

心” 落实到改造质量和细节中。

如， 该小区 22号楼有一户居民

家中有残疾人，出入必须依靠轮

椅。 改造前，单元门口道路是步

梯，残疾人出行非常不便。 改造

后，出入口步梯旁设置了斜坡通

道， 并配有扶手。 斜坡宽约 1.5

米，保障了轮椅通行需求。

这只是云岩区严保质量高

质量推进“三改” 工作的一个

缩影。栖霞小区以“三感社区”

建设为抓手推进老旧小区提质

升级， 打造社区主题文化广场

4个，拓宽居民活动场所；万江

小区打造改造升级示范点，通

过硬件提质效、 软件补短板等

多举措推进改造升级工作，解

决环境卫生差、基础设施旧、居

民出行难等问题 17 个；康新小

区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工程项目

正有序推进……

云岩区作为全市 “三改”

三年攻坚行动的主战场， 将高

质量要求贯穿始终， 科学安排

时序，紧盯改造重点环节、时间

节点，推动改造工作再提速、再

突破。 下一步，该区将继续把改

造品质摆在第一位，既注重“面

子” ，更注重“里子” ，高标准按

照规划设计方案， 精益求精抓

好施工细节， 全力以赴打造优

质工程、精品工程、民心工程，

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C� 紧扣民心 把 “三

改” 改到群众心坎上

“以前这条路坑坑洼洼，

下雨天走起根本没办法， 现在

可太好了，沥青路面平平整整、

围墙粉刷得干干净净， 完全变

了一个样， 我们老人家雨天出

门也不怕了。” 9 月 23 日，云岩

区普陀路街道辖区相宝新村小

区门口， 提起两个月来修建一

新的金波路， 年近八旬的居民

刘明礼竖起大拇指点赞。

普陀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国勇介绍， 相宝新村小区出

口的金波路， 建于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 这条小路不仅是相宝

新村小区 980 余户居民的主要

出入通道， 附近黔灵镇东山村

的村民也从这条道路出入。 因

年久失修， 金波路路口有约一

百米的路段坑洼破损， 给群众

造成不便。

推进城市更新要坚持以人

为核心，为此 ，云岩区在“三

改” 工作中广泛收集群众意见

建议，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统筹

开展老旧小区改造、 棚户区改

造、背街小巷改造工作。群众反

映强烈的金波路也被纳入今年

的背街小巷改造项目。 召开居

民代表大会、 收集群众意见建

议、 实地勘查制定方案……7

月 22 日，经过连续几天的加紧

施工， 相宝新村小区出入口道

路完成路面、 墙面整体提升改

造，道路改造长约 110 米，铺设

沥青路面面积 360 平方米，改

造外墙立面约 200 平方米 。

“这条路段是爬坡路， 考虑到

老年人爬坡吃力， 改造中我们

还结合收集到的群众建议，在

路边增设了栏杆及扶手。 ” 李

国勇说。

实施“三改” 三年攻坚行

动，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更是一

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涉及面

广、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

群众满意度是衡量改造工作成

效的最终标准。

云岩区在“三改”工作中坚

持民心导向，各级包保领导定期

走访、每月调度，主动深入一线

了解群众诉求、 倾听民意民情，

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促进形

成共识， 发动群众积极配合改

造、参与监督和后续管理，及时

回应群众关切，确保工作在一线

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

下一步，云岩区将继续加大

力度推进“三改” 工作，在改造

推进中充分评估社会稳定风险，

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水平，最大限

度尊重群众合理诉求，依法保护

群众切身利益， 让老旧小区、背

街小巷、棚户区真正实现“旧貌

换新颜”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

上，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经

济效果有机统一，让城市品质环

境再上新台阶，让居民群众生活

环境更舒心便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

婧 文 / 图

本报讯 9 月 24 日， 云岩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罚没物

资暨假冒伪劣产品集中销毁行

动。

据了解，此次销毁罚没物资

主要为假冒伪劣口罩 8000 余

个，假冒洗洁精 918 瓶、假冒品

牌数据线、耳机、充电头等产品

3479 个（件）、假冒名牌手表 、

钱夹 97 个（件），假冒炉具 818

台，假冒洗衣皂 6496 块，不合格

电线电缆 119 卷，以及侵权的服

饰、白酒等，货值 3 万余元。

销毁现场，云岩区市场监管

局坚持依法处置、无害化处理 、

杜绝再流通原则 ， 主要采取装

载机进行无害化碾压式销毁 ，

销毁过程全程监督 ， 并留存影

像资料。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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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岩区召开新型工业化专题会议

确立新型工业化主战略

集中全区之力奋力破题

本报讯 9 月 26 日，云岩区

召开新型工业化专题会议， 传达

学习 9 月 25 日贵阳贵安新型工

业化工作专题会议精神， 强调全

区必须深刻领会市委把新型工业

化作为第一任务、第一推动力、第

一工程的指示精神， 举全区之力

奋力闯出省会城市主城区新型工

业化之路。

会议要求全区迅速把思想行

动统一到市委关于新型工业化

“三个一” 的指示精神上来，把新

型工业化作为“强省会” 、高质量

发展的首要任务，大抓园区、大抓

项目、大抓企业、大抓产业，把招

商引资重心、集聚人才重心、锻炼

干部重心全面转移到新型工业化

上，举全区之力抓紧、抓实、抓好，

全速推进，奋力实现工业大突破。

会议指出， 必须坚持工业强

区主战略，列出项目清单、企业清

单、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

单，抓紧破除工业的发展短板，夯

实云岩区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必须明确工业强区主目标， 对标

对表工业总量目标、结构目标、效

益目标，全力提升投资总量、产值

增量、结构质量、效益产量、企业

体量，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必

须找准工业强区主抓手， 做好园

区规划、建好园区配套，大力发展

电子信息制造业、 信息软件服务

业等产业，按照有效益、有市场需

求、有就业、无污染“三有一无”

的基本思路发展都市工业， 抓好

工业企业培育上规， 下大力气建

立“两图两库两池两报告” ，大力

围绕产业链招商， 着力破解一系

列工业发展瓶颈问题。 必须确定

工业强区主路径， 明确未来 5 年

全区新型工业化的总体目标、实

施路径、保障措施，建立完善相关

体制机制， 统筹做好工业用地及

产业用地、标准厂房、人力资源、

电力供应、资金支持等要素保障，

确保有关项目年内开工。

会议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

坚定信心决心，坚持干字当头，补

齐专业能力、 基础工作、 谋划规

划、 行动落实各项短板。 要实行

数据化、清单化、项目化管理，压

紧压实责任链条， 盯死看牢工业

项目各个环节， 推动项目落地落

实， 确保完成新型工业化各项目

标任务。

（通讯员 李加兵）

� � � � 本报讯 9 月 27 日， 云岩

区召开新型城镇化工作专题会

议，传达学习 9 月 25 日贵阳贵

安新型城镇化工作专题会议精

神，安排部署当前全区新型城镇

化工作。

会议要求， 全区上下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贵州重要

讲话精神，迅速把思想行动统一

到市委关于新型城镇化 “六个

抓” 的指示精神上来，坚持把新

型城镇化作为“强省会” 行动的

重要引擎，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

关键领域，作为实现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实际行动，大力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全力打造更加现代、 更有活力、

更具竞争、更加宜居、更加安全、

更有温度的幸福云岩。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

要突出规划引领， 全力做强空

间承载力， 领导干部带头学总

规和国土空间规划、 学控制性

详规和修建性详规规划、 学城

市设计 ，用好城规图 、土规图 、

现状图“三图叠加” ，严守“三

条红线” ，构建以总体规划和专

业专项规划为主体、 控制性详

细规划和街区立面规划为补充

的改造规划体系，分层次、差异

化、 成批次地统筹推进城乡一

体化更新。 要突出以人为中心，

全力做强城市吸附力， 梳理清

晰人口数量， 匹配人口支撑承

载平台，优化人口结构，加强城

市建设的吸引力、吸附力。 要突

出产业发展， 全力做强产业集

聚力，注重数字产业化，抓住制

造业和软件服务业两个重点，

全面摸清楼宇物业和业态 ，有

针对性地提出服务措施， 确保

企业落得进、发展好。 要突出城

市品质，全力做强城市吸引力，

大力建设“一圈两场三改” ，打

造以社区为基础的 15 分钟步

行生活圈，构建以“配建停车场

为主体、 社会公共停车场为补

充” 的停车场，建设布局合理 、

使用方便的农贸市场， 完善配

套设施 ；通过“三改” ，修旧如

新，提升城市形象，让老城区焕

发新活力，实行“五师 ” 同时

进，算清总账、单元账、项目账，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要突出城

市治理，全力做强服务供给力，

抓好城市管理标准化、网格化、

规范化、精细化，抓实抓细全国

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工作， 促进

城市规范化运行。 要突出统筹

兼顾，全力促进城乡融合，大力

整治城中村， 规范城郊接合部

公共配套服务， 加快城乡融合

步伐，让城市更有温度。

（通讯员 李加兵）

云岩区———

召开新型城镇化工作专题会议

抓“三改”提“三感” 加速城市更新

———云岩区深入推进“强省会” 行动助推新时代云岩高质量发展（三）

云岩区多部门联合行动———

“体检”景区游乐设施客运索道

本报讯 9 月 24 日，云岩区

安委办、 区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

联合开展景区景点大型游乐设施

客运索道专项检查。

在黔灵山公园，重点检查了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是否建立健

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是

否落 实 特种 设备 安 全 管 理 职

责； 人员是否持有特种设备作

业人员证， 是否按照特种设备

相关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 设备

投用前， 是否进行安全检查和

试运行； 是否加强重点设备和

部位的检查； 设备是否配备了

相应安全附件，如安全带、安全

连锁装置 、压杆 、挡杆等 ；是否

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培训 ，

是否制定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并

开展演练。

经查， 黔灵山公园内的特种

设备均按要求设立安全管理机

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游

乐设施管理有措施、有制度，保障

设备安全运行。 执法人员要求游

乐设施管理单位加强国庆期间人

员值守， 每天对设备进行安全排

查和维护， 出现隐患立即消除或

停止运行。

下一步， 云岩区将持续保持

思想警惕不松懈， 严防特种设备

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确保节日

期间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张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云岩区———

持续整治河湖“四乱”

本报讯 近日， 云岩区多部

门联合开展河湖“清四乱” 整治

专项行动， 排查发现 3 起涉河

“四乱” 侵占现象并进行立即整

改， 严厉打击损害河湖环境健康

的违法行为，保障河道生态环境。

据了解，今年 9 月以来，云岩

区河长办积极开展河湖 “清四

乱” 整治专项行动，持续整治河

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 等问

题。行动中，检查组巡查发现金钟

河金关村段河道上有横跨桥梁，

未经审批且无人维护， 存在安全

隐患，区河长办牵头，联合区检察

院、区铁建办、区水政监察大队现

场督促， 施工单位对便桥进行了

拆除，消除安全隐患；针对金钟河

草坝路段河道管理范围内有电线

杆侵占现象， 执法人员现场责令

整改并进行批评教育， 施工单位

随后对侵占河道电线杆全部改迁

并恢复原状； 针对南明河云岩区

段河道沿线有多处居民私自开垦

种植菜地的情况， 区河长办联合

属地水东路街道、渔安街道，组织

人员清除河道菜地上农作物、平

整菜地及清除堆放的杂物等，共

清除河道菜地 2 处共 1000 余平

方米，清理垃圾 0.5 吨，恢复河滩

原貌，有效保护了河流环境。

下一步，云岩区将加大河道

巡查力度，及时掌握河湖沿岸动

态 ，对河湖“四乱” 行为发现一

处、清理一处，巩固治理成果，为

良好的河湖生态环境提供坚实

保障。

（章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云岩区———

开展“书香政协” 赠书活动

本报讯 9 月 24 日，云岩区

开展“书香政协” 赠书活动。

当天， 云岩区政协向马王街

道办事处、 头桥街道办事处两个

“书香政协” 示范点颁发了“书

香政协” 读书示范点牌匾，并向

其赠送了 1000 元书卡，以及由贵

阳市政协、云岩区政协、区文体广

电旅游局、 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

赠予的各类书籍 1500 余册。 《以

人民为中心》《贵阳文史》《奋进

的云岩》《图云关抗战救护》《小

英雄雨来》 ……这些书籍覆盖了

各个年龄层次读者的需求， 将进

一步丰富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

（赵万江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梁婧）

云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中销毁假冒伪劣产品

栖霞小区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后小区新大门。

干净整洁的云岩区中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