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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 贵阳市委召开常

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省

领导干部会议精神。 市委副书记、市

长刘文新传达，强调坚决拥护中央决

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必须守土

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必须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 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为省委主要领导顺利交接作出贵阳

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忠，市政协

主席王保建，市委常委陈少荣、朱江

华、王华平、兰义彤、庞鸿、徐沁、向虹

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

关领导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领导干部

会议精神特别是省委书记孙志刚同

志的重要讲话精神。 大家一致认为，

中央对省委主要领导作出调整，是中

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贵州

省领导班子建设实际， 通盘考虑、慎

重研究决定的，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贵州的高度重视

和亲切关怀，体现了中央对贵州省委

的高度信任和对贵州工作的充分肯

定。 对中央的决定、对中央和省委提

出的要求，贵阳市委、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坚决拥护、绝对服

从。

会议指出， 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要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 ， 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的核心地位作为第一位的政治

要求，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自觉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融

入灵魂、融入血液，时时事事处处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坚决服从以

孙志刚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确保

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在贵阳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以经得起实践、人

民和历史检验的成绩，让中央和省委

放心，让全市人民满意。

会议强调， 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全

力以赴保安全保稳定。城市是一个有

机整体，维护城市安全稳定是一个系

统工程，要确保每个螺丝不松、每个

零件运转正常。要层层压紧压实市县

乡村四级防控体系责任， 主动抓、具

体抓、深入抓、持续抓，广泛动员、全

民参与，扎实推进群防群控、共建共

治共享。要强化源头治理、末端管理，

以较真促认真、以碰硬求过硬，深入

开展三大主题活动及安全生产大检

查， 畅通整个体系运转 “最后一公

里” ，确保全市社会安全稳定和谐。

会议指出， 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要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守住发展和

生态两条底线，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部署，坚持主基调主战略，高一格

快一步深一层推进三大战略行动，确

保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实

现。 要持续推进民生改善，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高一

格要求，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充分利

用贵阳大市场带动全省大扶贫。要持

续推进经济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培育发展数字经

济、绿色经济、旅游经济等新经济新

动能。 要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

力抓好环保督察问题整改落实，以铁

的手腕坚守“两条底线” 、保护绿水

青山。 要持续推进深化改革，更加注

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善

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和办法来推动各

项改革，释放更多改革红利。

会议强调， 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必须全面从严治党。要严格落实主体

责任，深入推进“两学一做” 常态化

制度化，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守党

的纪律规矩， 持之以恒正风反腐，不

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自觉当好党内

政治生态“护林员” ，坚决防止出现

“七个有之” 的问题，以良好的政治

生态为省委主要领导顺利交接做出

贡献。

各区（市、县）、开发区、市直各

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手机经常都没有信号，打电话

断断续续！ ”“拿手机上网也是特别

慢，有时候连上不去！ ”

近日， 记者接到了不少市民打

来的电话，称从 6月中旬以来，家里

使用手机常出现没有网络、 无法拨

打或通话时断断续续、 短信发送和

接收不成功、 上网慢甚至上不了网

等情况。

通过对这些市民询问， 记者发

现网络问题基本都集中在贵阳各大

学校附近。 那么为什么学校附近频

繁出现手机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

呢，记者进行了走访。

“我们对现场走访，发现附近

都存在高强度的干扰信号。 ” 记者

了解到，针对市民的投诉，运营商对

现场网络进行了实地勘查。 发现所

有投诉区域内存在干扰器， 干扰器

发出的高强度的干扰信号， 导致了

区域内手机不能正常使用无线网

络，也就出现了无法拨打电话、收发

短信、上网等问题。而当干扰器关闭

后，现场网络立即恢复正常，数据及

语音业务均能正常使用。

那么这些干扰器到底是如何来

的呢？经过记者走访了解到，干扰器

都来自学校。 每年的 6 月都是各大

学校的考试季，因高考、中考、会考、

期末考试以及社会上的各种考试

等， 学校都会频繁使用大功率无线

信号干扰器， 以防止考生使用通信

设备进行作弊。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存在着使

用方提前告知义务履行缺失、 干扰

器信号屏蔽范围精准度不够， 甚至

因学校管理不善， 导致考试结束后

信号干扰器没有及时关闭， 正是这

些问题， 导致了附近居民和单位的

正常生活和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

据统计， 贵阳市总共有 98 所

大、中专、初高中学校在考试期间使

用干扰器， 平均各个学校每个学期

开启干扰器的天数平均在 26 天，在

学校周边 500 米范围的手机用户受

到不同程度的干扰， 累计约 168 万

个手机用户出现不能上网或上网

忙、不能打电话或通话质量差、不能

收发短信等问题。

总之， 学校开启无线信号干扰

器肯定会对附近区域网络造成影

响。 对于校方来说，使用无线信号干

扰器维持考场秩序由教育部门统一

管理，并需报备无线电管理部门，要

严格规范对无线信号干扰器使用的

管理， 最好是在开启无线信号干扰

器前履行好告知义务， 提前通知周

围居民和单位什么时间段、 什么范

围内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手机通

信。此外，如何加强学校对干扰器的

规范使用和管理， 也是有关部门亟

待解决的问题。

手机是靠接收、发射无线电波

来工作的。 手机频率一般都在

1.8GHz 左右。 要对手机信号进行

干扰， 就必须有装置能发出相同

频率的无线电波。 手机信号干扰

器就是这样一种装置， 会屏蔽作

用范围内的手机信号， 程度轻的

也会严重影响到通话和上网质

量。 一般在半径 25 米有效范围

内， 手机会受到干扰器的强烈干

扰。 25 米有效范围以外，也会受到

较轻的影响。 而干扰器覆盖范围

也会因为每个干扰器具体性能和

功率而发生改变。

针对市民反映近来部分区域手机不能打电话也不能上网的问题，相关专家作出解答

刘文新传达并讲话 李忠王保建出席

贵阳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强调

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在以孙志刚书记为班长的省委坚强领导下

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贵阳市区“信号盲区”是怎么来的

相关链接

信号干扰器

怎样影响手机

贵阳市部分学校干扰器影响范围分布图

贵阳8家众创空间升级为省级

将获得省级孵化器的相关扶持待遇

本报讯 省科技厅近日发出通

知，将“贵阳大数据创新产业（技

术）发展中心联合众创空间” 等 8

家众创空间纳入省级新型孵化器管

理， 意味着 8家众创空间升级为省

级级别。

根据通知，8 家众创空间分别

为：贵阳大数据创新产业（技术）发

展中心联合众创空间、 黔南州领略

中国农产品电商众创空间、 贞丰一

品众创空间、万山“雏雁” 众创空

间、伙创空间、“思沿” 众创空间、观

山湖电商发展中心众创空间、 贵州

贵商盟众创空间。

据悉，纳入省级孵化器管理，这

些众创空间将按照省级孵化器进行

建设， 同时将获得省级孵化器的相

关扶持待遇。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本报讯 上半年，全省继续降低

电价、物流等成本，把降低融资成本

作为关键一招， 强化降低实体经济

成本的具体措施，为企业降低用电、

融资、物流、税费、制度性交易等成

本 309.6亿元。

根据省发改委的通报， 今年上

半年， 全省上下深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千方百计巩固降成本成

果，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力度，继

续稳定降低电价、物流等成本，把降

低融资成本作为关键一招， 强化降

低实体经济成本的具体措施， 为企

业降低用电、融资、物流、税费、制度

性交易等成本 309.6 亿元， 超过半

年预期目标任务 65.6 亿元，其中降

低用电成本 15 亿元、 融资成本 36

亿元、物流成本 30.6 亿元、税费成

本 228亿元。

如在电力体制改革方面， 进一

步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截至 6月底，

全省企业降低用电成本 15亿元；继

续优惠收费、优化运输方式，降低企

业物流成本， 上半年为实体经济企

业降低物流成本 30.6亿元.

����上半年，全省取消行政许可项

目 25 项，下放行政许可 8 项，有效

推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取消城

市公用事业附加和新型墙体材料

专项基金，扩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免征范围，设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征收标准上限， 取消或停征 41 项

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将商

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 50% ，将国家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标准

降低 25% 。 实现省级立项涉企行政

事业性收费“零收费” 。 上半年，全

省降税减费 228 亿元，其中省国税

系统减免退抵税 112 亿元，省地税

系统减免 92 亿元，财政减费 24 亿

元等。

（本报记者 杨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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