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 月 23 日，白云

区思迪培训学校负责人在白云

区政务服务大厅领到了学科类

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 学校办

学性质由营利转为非营利，这

标志着白云区首家学科类培训

机构完成“营转非” 。

根据中央、省、市关于“双

减” 政策的有关要求，白云区高

度重视， 立即启动学科类培训

机构“营转非” 工作，通过“一

对一” 包保、“一帮一、多帮一”

等方式，部门联动、定期调度，

扎实推动了“营转非” 工作开

展。 截至目前，白云区 21 家合

法学科类机构中，已注销 6 家，

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剥离或 “营

转非” 登记 15 家，义务教育阶

段培训机构压减率 61.9%。对需

要进行“营转非” 的培训机构，

全部完成了办学许可证的颁

发，颁证完成率 100%。

接下来， 将有 7 家培训机

构于近日到民政局办理 “民办

非” 企业登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白云区———

首家学科类培训机构完成“营转非”

本报讯 11 月 23 日，观山

湖区金阳街道举行在建工地平

安建设工作会议，与各工地签订

治安管理责任书， 对工地安全、

人员管理、工资发放等提出具体

要求。

会议要求， 施工企业应服

从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对生

活、 安全等社会治安管理工作

的指导和管理， 在建工程项目

须严格执行来访登记制度，严

禁无关人员、 社会闲散人员随

意进出工地， 严格执行现场门

卫定岗定员、 安全保卫责任到

人制； 加强工地夜间值班巡

逻，严防“黄赌毒” 以及打架

斗殴 、 扰乱社会治安事件发

生； 建立安全防范视频系统，

严防盗窃、 重大火灾、 重大伤

亡事故发生； 加强对务工人员

的登记造册管理工作， 积极与

属地社区居委会联系， 做好流

动人口管理； 要做好民工工资

发放工作。

（万红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金阳街道———

加强在建工地

安全管理

本报讯 11 月 23 日， 贵州

（清镇） 职教城管委会与天津海

河教育园区管委会东西部职教协

作联盟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

清镇市举行。

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打造东

西协作新时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标杆、 开展东西协作职业教育改

革创新系列品牌活动等方面进行

深入合作， 不断促进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 推动区域经济转

型升级， 推动贵州和天津的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双方将围绕产教融

合促进区域产业协作， 探索东

西协作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新模

式，加快产教融合发展、创新校

企合作办学机制、 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 推动职业教育更好更

快发展。 同时，在职业教育创新

发展、品牌活动打造、多领域多

层次学习交流等方面广泛深入

合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贵州（清镇）职教城管委会与天津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签订协议———

深化合作加快产教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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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19 日， 南明

区在区委党校举办新任村 （社

区）党组织班子成员暨城市基层

干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培训班，

600 余名村（社区）新一届党组

织班子成员通过线下会场集训、

线上同步收看的方式参加。

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贯彻

落实南明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促进村（社区）新一届党组织班

子成员深入掌握相关政策知识，

快速进入岗位角色，切实承担起

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推进南

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重任。

培训中， 贵州省委党校马

克思主义与党的建设研究院副

教授李明堂以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

要论述，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为主题，深入宣讲了党中央、省

委、市委、区委有关决策部署，

进一步提升参训人员的政治理

论素养、 实践操作本领和服务

群众水平。

（龙海燕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冉婷林）

在修文县洒坪镇青山村，修

文县远泽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张远泽最近忙着对猕猴

桃园进行管护。 在配好肥、做好检

查后， 张远泽便开始操作无人驾

驶植保机对该村猕猴桃园进行喷

洒作业。

“飞一次 10 分钟，可以对 20

多亩地进行喷洒。” 张远泽边操作

边说，“一架植保飞机一天的作业

面积可达 200 多亩，相当于 30 个

人的工作量，省时又省力。 ”

作为全国农机社会化服务组

织贵州省联系点之一， 修文县远

泽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当

地小有名气。 “今年以来截至目

前， 合作社的飞防面积已达到

8600 多亩。 合作社除了有无人驾

驶植保机，还有拖拉机、收割机、

开沟机等机具。 ” 张远泽说。

在修文县远泽农机服务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库房里，摆满了 93台机

具。 “这些机具总价值 290 万元左

右，政府补贴 75万元。 ”张远泽说，

自己通过购置农机、 扩大作业规模

的底气， 来源于修文县对农业以及

经营主体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

近年来，修文县以创新和优化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为重点，

大力支持农业机械进村入户，对先

进实用农机新技术、新机具进行研

发应用，为农业现代化注入了新的

动力，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根据贵阳市政府出台的 《市

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修文县发展贵

州山地农业机械装备产业的实施

意见》，修文县大力发展贵州山地

农业机械装备产业， 规划建设贵

州山地农机产业园。 目前，贵州山

地农机产业园已建成贵州山地农

机交易展示中心和研发中心，其

中交易展示中心已于 2020 年 12

月开始运营， 集中展示大中型机

具 35 台（套）、小型器具 200 件，

销售额达 500 万元； 研发中心则

以贵阳市农垦集团为载体， 联合

贵州山地农机所、贵州大学、贵州

农职院、 贵州科学院等科研院校

机构及专家组成核心团队， 对山

地农机进行研发。

为了普及农机， 提高机械化

水平，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修文

县组建了农业社会化服务联盟，

通过惠农政策和补贴， 购置了一

批无人驾驶植保机， 用于农事活

动， 有效推进了农作物病虫害统

防统治。 针对乡镇级供销社，积极

开展农业机械实用人才培训，加

强与农户、 农民合作社、 生产基

地、龙头企业的对接，为农业生产

提供从种到收的全程机械化服

务；针对合作社，积极提供技术支

持、信息支撑，并组织合作社参与

全国农机维修及驾驶技能比赛，

提升其知名度； 针对购置农机的

经营主体， 优先给予农机购置补

贴， 已累计落实国家农机购置补

贴资金约 1015 万元。

据了解，截至目前，修文县主

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50.03%， 农机服务体系涉及机耕

机收、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农

药农资服务、畜牧养殖服务、冷链

物流、技术培训、农产品销售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周芸

提高机械化水平 推动农业现代化

———修文县全力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南明区———

600余名村（社区）新一届

党组织班子成员集中充电

本报讯 11 月 19 日， 南明

区统计局发布前三季度经济运行

情况， 南明区前三季度生产总值

633.69 亿元， 同比增长 3.9%，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6.3%，两年平均

增长 3.1%。

前三季度， 南明区经济总量

增长平稳， 实现生产总值 633.69

亿元。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02 亿元，同比增长 9.6%；第二

产业增加值 211.24 亿元，同比下

降 1.1%；第三产业增加值 421.43

亿元，同比增长 6.6%。 同时，该区

扎实做好“稳就业” 工作、落实

“保就业” 任务，全区城镇新增就

业人数 33146 人，就业保持稳定。

南明区供给优化， 三次产业

结构为 0.2：33.3：66.5。 在建筑业

方面，前三季度，建筑业总产值累

计完成 837.94 亿元，占贵阳市的

44.4%，同比增长 11.1%。 在规上

服务业方面，1-8 月，规模以上服

务业七大行业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52.99 亿元，同比增长 27.8%。

消费结构有所改善。 前三季

度， 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

计完成 477.37 亿元， 同比增长

13.1%。 分行业看，批发业销售额

累计完成 1303.66 亿元， 同比增

长 11.2%； 零售业销售额累计完

成 306.52 亿元，增长 10.4%；住宿

业营业额累计完成 10.77 亿元，

增长 32.1%； 餐饮业营业额累计

完成 46.12 亿元，增长 37.7%。

财税质量有所提高， 发展成

果更多惠民。前三季度，全区财政

总收入 80.46 亿元（不含双龙）；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05 亿元，

同比增长 8.1%；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41.63 亿元， 同比下降 17.8%。

税收收入 79.80 亿元， 同比增长

0.2%。 全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完成 33657 元， 同比增

长 10.4%。

招商引资成效明显 ， 游客

接待量大幅增长。前三季度，全区

实际利用外资 1.83 亿美元（不含

双龙），同比增长 11.2%；新引进

产业项目到位资金 80.76 亿元

（不含双龙）。 全区旅游总收入

310.08 亿元， 同比增长 13.8%；接

待旅游总人数 1952.43 万人次，同

比增长 54.4%。

（宫雨薇 金典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南明区前三季度生产总值 633 亿元

确保“强省会”

开好局 起好步

本报讯 11 月 19 日至 21

日，乌当区农业农村局、新堡布

依族乡联合举办主题为“生态、

环保、绿色、有基 、安全、可持

续” 的生态农业技术培训班，助

力全区生态农业发展。

培训以 “理论培训 + 实践

操作” 的形式进行， 来自新

场、偏坡、水田、羊昌、百宜、下

坝、新堡等乡镇的粮油 、果蔬

种植大户 60 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中，厦门大学环境生态学

院专家分别就自然农法种植

与常规种植的经济效益比较、

从生态学原理认识生态农业、

土壤微生物浅识、土壤快速改

良操作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

解 ，并穿插了案例分享 、交流

答疑等环节，让参训学员开阔

了视野，认识到改良土壤的紧

迫性和必要性，了解改良土壤

和科学施肥的相关技术。

（韦登亮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樊荣）

乌当区———

举行生态农业技术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