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 月 13 日，记者从相

关部门获悉， 鉴于贵州具有的生态

环境优势、 绿色发展良好基础以及

区域代表性，经过我省努力争取，国

家将贵州省列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试点省份。

据悉，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

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

意见》中，明确将贵州省列为国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建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是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两山” 理论的重要举

措， 是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

的重要途径， 对于科学有效挖掘生

态价值、 建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生

产力的利益导向机制、 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具有

重大意义。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 贵州

省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始终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围绕建设

“多彩贵州公园省” 总体目标，大力

发展绿色经济、建造绿色家园、完善

绿色制度、筑牢绿色屏障、培育绿色

文化，积极促进大生态与大扶贫、大

数据、大旅游、大开放融合发展，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绿色发

展已经成为多彩贵州的主旋律。 鉴

于贵州具有的生态环境优势、 绿色

发展良好基础以及区域代表性，经

过努力争取， 国家将贵州省列为开

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省

份，同时获得国家试点的还有浙江、

江西、青海 3个省。

下一步， 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省发改委将

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 积极开展国

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

作，加快研究制定试点实施方案，开

展市县试点， 围绕科学评估核算生

态产品价值、 培育生态产品交易市

场、创新生态产品资本化运作模式、

建立政策制度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

探索实践， 积极寻求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 让绿色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

山的有效路径，为全国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和借鉴。

（本报记者 杨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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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观山湖公园作为全国十佳

生态文明景区的形象定位， 大力彰显公园地

域景观及人文特色， 增强社会大众对公园出

入口的认同感，扩大公园知名度和美誉度，达

到切实解决观山湖公园七个出入口名字命名

较为单一并缺乏地域特色等问题的目的。 现

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观山湖公园七个出入口

名字，具体事项如下：

一、活动时间和参与人员

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2017 年 12 月 6 日，

各级组织及个人均可参与投稿。

二、征集要求

（一）名字内涵：

（1）体现观山湖公园各个出入口的地理

位置特点或周边自然景观或相应的人文特

色；

（2） 同观山湖公园发展理念 " 自然、生

态、大众、和谐 "相符合；

（3）能够让广大游客加深对观山湖公园

七个出入口的印象，有利于提升公园知名度。

（二）名字的特质:准确把握观山湖公园

独特的地域景观及人文特色， 使公园七个出

入口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展现公园的独特

魅力。

（三）名字表现形式：语言简练，言简意

赅，易懂易记，清新流畅，没有歧义，字数控制

在 4字以内。

（四）名字的备注：对观山湖公园七个出

入口名字的含义要附有简明扼要的理由诠释

和创意说明。

（五）名字的使用：主办方对入围作品拥

有所有权、修改权及使用权，凡投稿作品应为

原创作品，如涉及著作权、版权等法律纠纷，

由作者本人负责。

三、投稿方式

公众可搜索新浪微博 " 观山湖区公园管

理处 "，在分享的网盘中下载《观山湖公园七

个出入口名字征集表》电子版，按要求填报该

表后通过邮寄、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其中一

种方式进行投稿，同时还可关注 "观山湖公园

"(微信号：guanshanhugongyuan)微信公众平台

进行投稿(地址：观山湖区公园管理处办公室

（观山湖公园内），联系人：陈辰，联系电话：

0851-84839843， 电子邮箱：3047709197@qq.

com)。 投稿时需注明本人 真实姓名、单位、地

址、有效通讯号码等信息，信息填写不全、信

息不实视为报名无效或自动放弃。

四、评选和奖励

（一）评选流程。 本次征集活动将成立观

山湖公园七个出入口命名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整个征集活动的统筹协调工作。 按照 " 公

平、公正、公开 " 的原则，广泛听取和吸纳专

家学者意见建议， 对征集的作品将组织专家

团队进行评审， 每个出入口提出 2-3 个候选

建议名单，采取网上投票（观山湖公园微信公

众平台） 和命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讨论相结

合的方式，确定最终入选名单并对外公布。

注：1.本评选网络投票结果只作为参考依据提

供给命名工作领导小组，不作为唯一依据。

2.本评选杜绝网络刷票，如有主动刷票等

行动，将根据情况进行严肃处理。

（二）奖项设置

1.入选奖。 每一个出入口的名字入选奖 1

名，入选奖励 2000元；

2.入围奖。 每一个出入口的名字入围奖 3

名，入围奖励 800元;

�������3.投票鼓励奖。采取抽奖形式对积极参与

投票建言献策的市民进行奖励。 其中，一等奖

1 名，奖励 1000 元，二等奖 5 名，各奖励 500

元，三等奖 10名，各奖励 200元。

所有奖项的奖金为税前金额， 个人所得税由

公园管理处代扣代缴。

五、有关说明

（一）投稿作品须为原创，如涉及侵权，后

果由投稿者自负。

（二）如出现多人命名与最终对外公布名

字相同的情形， 最早完成报送作品的投稿人

获奖，其余人员视为未中奖，不得要求兑现奖

励。

（三）入选及入围人员的投稿行为视为同

意将其作品的著作权转让给主办方， 入选入

围人员认可主办方对其作品拥有相应著作使

用权（包括但不限于改编权、复制权、汇编权

等法律法规允许转让的权利），且无需另行支

付报酬。

（四）所有投稿作品均不退还，请自留底

稿。

（五）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观山湖公

园七个出入口命名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有奖征集观山湖公园七个出入口名字的启事

�������目前观山湖公园共七个出入口分别是黔东南门（林城东路万丽酒店旁）、黔南门（林城东路西南美食广场对面）、元龙门（金阳北路八匹马附近）、

西入口（鉴湖路）、南次入口（黔灵山路金谷苑小区对面）、南入口（阳关大道）、贵阳门（中天会展城凯悦酒店旁），七个出入口的名称主要来源于 2011

年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所设立的贵州九个地州市特色景观建筑及附近居民长期以来对公园入口约定俗成的称谓， 没有统一规范的名

称，不符合公园全国十佳生态文明景区形象定位，容易使游客产生误解和混淆。

本报讯 今年夏天，走进爽爽贵

阳， 你能感受到的不只是这里凉爽

气候，在魅力筑城，还有一伙阳光健

康的的社区版“跑男” 穿梭在社区

里，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活力。

今年 6 月 17 日，2017 年贵阳

市社区体育大会暨贵阳市首届城市

社区定向赛在观山湖区正式启动，

26 支代表队共百余位选手在观山

湖公园上演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社区

版“跑男” ，用他们的方式演绎了精

彩丰富的群众体育活动城市社区定

向赛。

在随后的 4 个月里，白云区、南

明区等 9个区（市、县）的分站赛相

继举行， 来自社区、 企事业单位的

2000多人参与其中。

据了解，2017 年贵阳市城市社

区定向赛以社区居民组队参赛为

主，与传统的竞技性体育项目相比，

将体育元素、 智力元素等有机融合

在一起， 队员之间的配合互动更频

繁，形式更加时尚新颖。

此外， 本届城市社区定向赛还

将举办场地设在了景区、生态公园、

特色旅游村寨等地点， 充分体现了

“体育 + 旅游” 、“体育 + 农特产

品” 的结合之路。 如南明区分站赛

将场地设在永乐乡， 带动了当地

“永乐桃” 的宣传与外销，展示了乡

村特色农副产品； 清镇市分站赛将

场地设在生态体育文化公园， 使全

民健身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定

向赛的举行还推动了各区（市、县）

体育及周边产业的发展和延伸。

据悉，11 月底，2017 年贵阳市

社区体育大会暨贵阳市首届城市

社区定向赛将迎来最后总决赛的

角逐。 届时，从各分站赛中脱颖而

出的 30 支队伍共计 150 名选手将

一同上演今年社区定向赛的年度

收官大戏。

（本报记者 陈华文）

2017年贵阳市社区体育大会暨首届城市社区定向赛分站赛结束———

娱乐 +健身 社区版“跑男”受青睐

云岩区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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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获得国家试点的还有浙江、江西、青海 3省

本报讯 11 月 13 日, 记者从贵

州省邮政管理局获悉， 今年我省的

双十一的快递峰值将从 14 日开始，

届时单日快递量将达 400万件。

据贵州省邮政管理局介绍，预

计今年贵州省双十一的快递业务量

将超过 2730 万件， 较去年上涨了

37%。 预计 14、15日我省的快递量将

出现旺季峰值， 单日可能突破 400

万件。

为保障市民能尽快收到货品，

贵州省邮政局启动了旺季服务保障

方案。 “加上增援人员，全省快递行

业的工作人员达到了 3.5万人。 ” 工

作人员介绍。

贵州省邮政局提醒消费者,遇到

问题可拨打 12305投诉。（欧鲁男）

又讯 我省首个专业化快递园

区———贵州（龙里）快递物流园从

13日起开始迎来了物流高峰潮。 为

保证货物及时送达货主手中， 园区

内各快递企业纷纷临增人手并实行

24小时加班。 （本报记者 张仁东）

双十一疯狂抢购之后———

迎战货物大潮

邮政物流拼了

贵州试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