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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建设爽爽贵阳，是全体市民的共

同心愿，是市委、市政府建设以生态

为特色的世界旅游名城、公平共享创

新型中心城市的战略部署，是一件得

民心、顺民意的好事，是一件集民智、

聚民力的大事。 作为贵阳市民，我们

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为全国文明

城市巩固提升出一份力、 添一份光。

在此，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

一、告别陋习从我做起。自觉遵

守和实践贵阳市民 “八除八树” 行

为规范，做到说文明话、做文明事、

当文明人，带头革除有悖公德、有违

诚信、有损形象、危害秩序的陋习，

及时劝阻身边的不文明行为。

二、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自觉做

到爱护市容，不乱贴乱画，不乱挂乱

晒，不乱堆乱放，不乱搭乱建，不损

坏公共设施，不损害花草树木；维护

城市卫生， 不随地吐痰， 不乱扔垃

圾，不随地便溺。

三、文明出行从我做起。自觉树

立文明交通意识，维护交通秩序；行

车礼让行人， 不向车窗外抛物和吐

痰，机动车不乱停乱放、乱鸣乱行；

倡导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骑自行车

或步行出行；乘坐公交车不抢上、不

争座， 形成文明礼让的社会秩序和

井然有序的交通秩序。

四、文明上网从我做起。坚持文

明上网， 自觉做到不传递不健康的

文字和图片， 不发表不传播未经核

实的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做全国文明城市的宣传者、维护者、

践行者。

五、志愿服务从我做起。自觉践

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

服务精神， 踊跃参加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奉献他人、提升自己，共同培

育文明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小节之处

显大德，细节之中见文明。文明城市

呼唤文明市民， 文明市民创造文明

城市。让我们携手并肩，迅速行动起

来，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从现在

做起， 为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成果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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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倡议书

文明有我 知行合一

本报讯 昨日， 贵阳市委副书

记、 市政府党组书记陈晏主持召开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

省政府常务会议、市委常委（扩大）

会议、 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和市委信

访维稳工作专题会议精神， 安排部

署近期重点工作。

市领导陈少荣、 杨赤忠、 王玉

祥、陈小刚、徐昊、魏定梅，市政府秘

书长刘本立参加。

陈晏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

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 ，

在思想上绝对忠诚、政治上绝对坚

定、组织上坚决服从、行动上主动

看齐、落实上更加用力。 要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定和市

委要求上来， 按照既有的蓝图、既

定的思路、既成的经验，不动摇、不

懈怠、不折腾、不跑调，让中央、省

委、 市委决策部署在贵阳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自觉在服务全省发

展大局中“作表率、走前列、当先

锋、做贡献”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

陈晏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强

化责任担当， 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 要全力以赴抓好经济

运行调度， 围绕目标任务、 重点工

作、时间节点、统筹协调、数据质量

抓调度，精准分析、精准施策，确保

顺利完成第三季度和全年目标任

务。 要全力以赴抓好重大项目建设，

大力推进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

民生等项目，以大项目拉动大投资，

以大投资推动大发展。 要全力以赴

优化产业结构， 以大数据为引领做

大有效投资、做强实体经济、做优产

业结构，加快构建绿色、低碳、高效、

富民的产业体系。 要全力以赴抓好

招商引资，全面招商、开放招商、合

作招商、共赢招商，持续掀起大招商

热潮。 要全力以赴破解融资难题，合

法合规开展融资，“借用还” 一体化

用好资金， 有效防范政府性债务风

险，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要全力

以赴抓好秋季攻势行动， 坚决打赢

“七大” 战役，确保脱贫攻坚再战告

捷。 要全力以赴抓好环境保护，坚决

把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问题整改到

位，牢牢守住山清、天蓝、水清、地洁

四条生态底线。 要全力以赴防控各

类风险，扎实抓好信访维稳、安全生

产、社会治安和其他风险防控，确保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陈晏要求， 要改进学风政风、

严守纪律规矩，切实抓好政府自身

建设。 要加强学习研究、坚持团结

干事、严守廉洁底线，自觉维护全

市政府系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努力打造组织放心、 人民满意、廉

洁高效的人民政府，戮力同心加快

建设公平共享创新型中心城市、打

造以生态为特色的世界旅游名城，

奋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爽爽贵

阳新未来。

高新区、经开区、综保区、航空

港经济区，各区（市、县）政府，市直

有关部门，市属事业单位、企业负责

人参加。

（本报记者）

陈晏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市系列会议精神———

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

贵阳市深入推进煤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报讯 贵阳市政府日前印发

文件， 明确深入推进贵阳市煤炭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决淘汰落后产

能，加快煤炭工业转型升级。

贵阳市此次出台《市人民政府

关于煤炭工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

型升级的实施意见》， 旨在深化煤

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定不移淘

汰落后产能，培育释放先进产能，坚

持去放结合减量化置换替代、 安全

高效智能机械化开采、 清洁集约绿

色化利用，最大限度保障安全、最大

限度降低开采成本、 最大限度保护

生态环境，促进高碳能源低碳发展、

黑色能源绿色发展。

《意见》提出七项重点任务：坚

决淘汰落后产能， 培育释放先进产

能，全力保障电煤供应，大力推进智

能机械化开采，大力实施煤矸石、矿

水井、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等

“三利用” 工程，大力提升采掘平衡

调控、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政府调控

监管“三个能力” ，着力强化安全、

人才、技术、配套、体制机制“五大

支撑” 。

根据 《意见》， 贵阳市将实施

“淘汰落后产能三年攻坚行动” ，利

用产能置换、兼并重组等产业政策，

积极争取国家、省级奖补资金，逐步

淘汰退出 30万吨 /年以下煤矿。

《意见》还提出，将采取联合执

法形式不定期开展专项执法， 依法

打击煤矿企业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

为。 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达不

到安全生产标准的生产建设煤矿加

大处罚力度，确保不安全不生产。同

时， 对煤矿安全事故要严格事故性

质和责任认定，按照“一案双查” 要

求严肃追究责任。

智能机械化开采方面， 全市将

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促进煤炭行业转型升

级。坚持智能化与机械化相融合，根

据贵阳市煤层赋存和地质条件，重

点推进兼并重组保留煤矿采掘机械

化改造、智能化建设升级，建设协同

控制智能化井群、 一体化控制智能

矿井。 到 2020 年，基本实现生产矿

井采掘机械化全覆盖、 辅助系统智

能化全覆盖、 信息化服务管理和监

控全覆盖。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淘汰落后产能

明确七大任务

巡察出来的问题 责任单位都改了吗

本报讯 近日， 贵阳市委派出 5

个巡察整改回访组，对 2016 年第三

轮被巡察党组织巡察整改落实情况

进行回访检查，防止搞应付、搞阳奉

阴违、搞敷衍塞责等行为。

记者了解到，巡察效果好不好，

关键看整改落实是否到位， 为了防

止“一巡了之” 和“一改了之” 的问

题， 市委各巡察整改回访组对照巡

察反馈意见，强化督查。

回访组一方面着重查被巡察

党组织是否认真履行整改主体责

任，在巡察整改中是否发挥应有作

用，着重查看主要负责人履行整改

第一责任人责任情况，督促落实是

否到位；另一方面着重查看被巡察

党组织是否严格对照巡察反馈报

告落实整改，看是否严格执行组织

纪律，是否坚决反对“四风” 、是否

坚决惩治腐败、是否建立长效机制

等。

据介绍，各巡察整改回访组主

要依靠“听谈阅测访” 开展工作，

召开巡察整改回访专题汇报会；与

回访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其他干

部群众及机关服务对象进行个别

谈话；调阅有关文件、档案、会议记

录等资料；通过民主测评、问卷调

查了解巡察整改满意度； 到项目

上、到具体整改点上查看实际整改

效果。

通过巡察回访了解到， 被回访

单位对对反馈问题的整改取得良好

效果。 对于在回访中发现的一些新

问题， 被回访党组织及主要负责人

也立即安排整改落实。

据了解，2016年，贵阳市充分发

挥巡察利剑作用，率先在全省组建市

委巡察办， 进一步充实巡察人才库、

组长库，调整职能、规范工作，共开展

三轮巡视，巡察 24家单位，共发现问

题线索 133件， 整改问题 451个，清

退各类违规资金 350余万元。

（李永 本报记者 周然）

贵阳市委派出 5个巡察整改回访组，对相关单位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访

本报讯 昨日，“溪山踏歌行·筝

仙常静音乐会”在贵阳孔学堂上演，

著名古筝演奏家常静携手笛子演奏

家张笛和中国鼓乐演奏家张佳男，

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古风悠扬的传统

古筝音乐会。

演奏会上，《春江花月夜》、

《落花飞》、《鬲溪梅令》等传统古

筝名曲精彩上演，由常静改编的古

曲《春江花月夜》、《杏花天影》让

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值得一提的

是，常静一边抚琴一边演唱，空灵

的琴音与歌声完美融合将演奏会

带入高潮。

据介绍，常静在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开幕式上，以一曲古筝独奏《礼

乐 -春江花月夜》，将高山流水之音

与通古缥缈之韵巧妙融合， 令世界

惊艳于中国艺曲之美。 在艺术实践

的过程中， 常静并不止步于用悠悠

琴韵演绎经典名曲， 她尝试将中国

的戏曲、诗词等元素融入音乐中，开

创了古筝弹唱的先河， 赋予 《落花

飞》、《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

古筝名曲更多新意。

2010年， 常静与她的音乐家朋

友携手，将古筝与笛箫、打击乐、钢

琴和大提琴等乐器的表现力进行整

合，将臻美致善、臻美致爱的大义化

入乐音，对话当下，呈现全新的、更

具当代艺术表现力的中国音乐意

境。2010年至今，已经在中国国家大

剧院、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北京保利

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新加坡榴

莲剧场、 希腊的雅典和圣托里尼等

地成功举办近百场专场音乐会，广

受好评。

（本报记者 谢孟航）

“筝仙”常静 孔学堂献艺

演奏《春江花月夜》、《落花飞》等名曲，让观众一饱耳福

常静专注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