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绿化委员会批复六省

（区）开展“互联网 + 全民

义务植树”试点工作———

本报讯 近日，全国绿化委员会

下发关于批复贵州等六省 （区）开

展第二批 “互联网 + 全民义务植

树” 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山西、贵

州等六省（区）开展“互联网 + 全

民义务植树”试点工作。

记者了解到， 为全面推进贵州

“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 活动，目

前，我省首先依托网络公益平台，推

出了义务植树公益众筹项目， 吸引

大众参与网上义务植树活动。

其次，贵州省林业厅、共青团

贵州省委、贵州省大数据管理局联

合全省各级工青妇群团组织，定期

举办“e 绿黔行” 为主题的系列线

下活动，吸引公众参与“互联网 +

全民义务植树” 活动。 通过一系列

形式多样的线下主题活动， 实现

“天天可植树、月月有活动、人人

可参与” ,提升平台知名度，增强

活动影响力。

另外，通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实现项目治理预期成效，及时

向参与者反馈和展示基地的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接受各

方面的监督，让“互联网 + 全民义

务植树” 成为公众乐于参与、生态

得到改善、 群众得到实惠的可持续

开展的全新国土绿化模式。同时，我

省将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资源，

形成多角度、多渠道、立体式的宣传

推广，将“e 绿黔行” 打造成贵州省

原创、 全国知名的生态公益众筹品

牌；创新参与激励机制，开创全民积

极参与、 人人争相尽责的义务植树

和国土绿化新局面。

（本报记者 杨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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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贵阳市 2018年“共享新

时代·全民健身贵阳行” 系列活动报

名通道今起正式开通，即日起，市民

可关注“贵阳体育” 微信公众号报

名，该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12月份。

“共享新时代·全民健身贵阳

行”系列活动分为市级示范性活动和

区（市、县）系列活动。 其中，市级示

范性活动主要包含“三大系列 24项

活动” ，“三大系列”即全民健身富美

乡村行系列、全民健身欢乐社区行系

列、全民健身周末我们一起去运动系

列，每个大系列活动都包括 8项子活

动；区（市、县）系列活动中，对于各

区（市、县）本地拟举办的社会影响

力大、参与覆盖面广、市场化运营成

绩突出的全民健身特色赛事活动，活

动组委会将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今年的“共享新时代·全民健身贵

阳行”系列活动，由贵阳市体育局与中

共贵阳市委群众工作委员会、中共贵阳

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贵阳市文明

办、贵阳市农业委员会共同主办，贵阳

市体育总会、贵阳市体育训练馆、贵阳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贵阳市体育场、贵

阳市市民健身中心、贵阳市网球管理中

心、贵阳市棋院等单位承办，旨在通

过全民健身活动进社区、 进农村、进

机关，让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的健

身方法走进广大市民日常生活中。

据悉，为丰富群众身边的赛事活

动， 进一步满足群众多样性的体育运

动需求， 赛事内容不仅保留有传统的

百村农民篮球赛和去年受群众喜爱好

评的城市社区定向赛，还有足球赛、桃

花跑等 20余项运动赛事，活动充分结

合贵阳市地标建筑、 旅游景点及农村

特色旅游资源，整合资源，创新形式，

注重赛事的观赏性、体验性、趣味性。

欲报名参赛的市民可关注 “贵

阳体育”微信公众号（贵阳市体育局

官方公众号， 赛事唯一指定报名通

道）（附图：贵阳体育二维码），点击

右下方“去哪儿动” 菜单栏，选择相

应的系列赛事进入，填写报名资料后

提交即可。 （龙银圆 陈华文）

贵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启动

即日起可关注“贵阳体育”微信公众号报名

全民健身富美乡村行系列将

现代体育项目与富美乡村的自

然、生态、民俗风情、民族文化、乡

村旅游等相融合， 引领乡村生活

时尚，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

本系列活动将于 3 月 17 日在南明

区永乐乡举行启动仪式， 赛事内

容包括桃花跑、 百村篮球赛等。

“共享新时代·全民健身贵阳行”

系列活动亦在此拉开帷幕。

全民健身欢乐社区行系列将在

贵阳市社区公共活动场地、 代表性

建筑地或景区内举办， 赛事内容包

含城市社区定向赛、业余篮球联赛、

业余足球联赛等，这一以“奔跑吧，

社区” 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将于 3 月

25 日在云岩区登高云山森林公园以

健身跑为主要内容开场。

全民健身 “周末我们一起去运

动” 系列活动以市直机关各部（办、

委、局）为单位组团参加，首场活动

将于 3月 30日在观山湖公园民族大

联欢广场举行， 包含千人健身走、体

质监测服务、“健身 + 健康” 讲堂、

健身指导、健身展示等内容。随后，还

将陆续开展乒乓球赛、 羽毛球赛、家

庭三项、游泳赛、滑雪赛和快闪活动

等丰富多彩的子项目活动。

系列活动 各有特点

扫码“贵阳体育”微信公众号报名

本报讯 昨日，我省正式启动“e

绿黔行 网上植树” 活动并开通网络

捐款义务植树公益平台。 今后，市民

足不出户，即可通过网络捐款，实现

自己的义务植树愿望。

该活动由贵州省绿化委员会、

贵州省林业厅、 共青团贵州省委、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共同发

起。 为便于群众参与，贵州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依托网络公益筹资平台

推出了“e 绿黔行 网上植树” 公益

项目， 通过线上捐款， 实地植树造

林，力争到 2020 年，全省公民义务

植树尽责率达到 90%以上。

目前，该平台开通了腾讯公益

和支付宝两个端口，广大市民可以

通过端口进行网络捐款，实现义务

植树的愿望。

据悉，作为世界上岩溶地貌发

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贵州岩溶出

露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61.92%，是

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 类型最多、

程度最深、 危害最重的省份。 据

2011 年贵州省岩溶地区第二次石

漠化监测结果显示：贵州省石漠化

土地面积 331.76 万公顷,占全省国

土面积的 18.80%，潜在石漠化土地

面积 298.56 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

积 的 16.9% ， 两 者 面 积 之 和 达

630.32 万公顷， 占监测总面积的

56.2%， 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35.8%。

遏制石漠化是贵州省生态建设的首

要任务。

2014 年， 贵州提出要向石漠化

发起总攻，用三年多的时间全面完

成现有 1042 万亩宜林荒山的绿

化，用三年多的时间使全省森林覆

盖率达到 50%以上。 2015 年至 2017

年， 我省三年累计完成造林 1975

万亩，森林覆盖率以每年 2 个百分

点的速度快速增长，2017 年， 全省

森林覆盖率达到 55.3%， 全国排位

上升到第八位。 全省林业系统自然

保护区 105 个， 总面积 1345.9 万

亩，保护 90%以上的自然生态系统

和 85%以上的野生的植物物种，国

家级湿地公园 45 处，省级有 4 处。

（本报记者 杨林国）

市民足不出户 也可参与植树

我省开通网络捐款义务植树公益平台———

【第一步】 登录自己的微信、

QQ 找到钱包并点击进入；【第二

步】在腾讯服务里面找到名称为“腾

讯公益” 的服务点击进入；【第三

步】 在腾讯公益服务里面搜索我们

的公益项目名称 “e 绿黔行网上植

树” ，便可找到项目；【第四步】进入

以后可以先查看项目简介，了解我们

的公益项目， 根据不同捐赠的需要，

可以选择“发起一起捐” 或者“我要

捐款” ；【第五步】 团体或者企业集

体捐，选择“发起一起捐” ，点击进

入，即可看到发起形式，有“个人”

“团体”“企业”等三种发起形式，选

定发起形式后，可以在下方写发起说

明，接着可以在筹款目标处根据您想

展开的方式设定金额，便可点击下一

步，点完成发起，捐出自己的金额，可

以分享链接给好友一起捐赠；个人捐

赠选择“我要捐款” ，常规捐赠金额

“20”“50”“100”“500” ，以及自己

设定捐赠金额， 如果需要匿名捐，请

在自定义捐赠右旁打钩匿名捐款。

【第一步】打开自己的支付宝

APP， 在首页点击 “更多” 选项；

【第二步】将支付宝下拉到“教育

公益” 栏找到“爱心捐赠” 服务，也

可以在此处上方搜索“爱心捐赠”

进行查找；【第三步】点击“爱心捐

赠” 服务，然后在此服务搜索位置，

输入项目名称 “e 绿黔行网上植

树” 找到公益项目；【第四步】点击

进入“e 绿黔行网上植树” 公益项

目，选择“单笔捐” 进行捐赠。

如果企业、 团体和个人不便通

过网上捐赠， 也可以联系贵州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 通过银行汇款的

方式进行捐款：

户 名： 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贵阳

市云岩支行

账 号： 23113001040000707�（汇

款时请务必备注“e绿黔行”项目）

联系人： 景安琪

联系电话： 0851-85507451

捐款植树 方式有三

贵州入选

第二批试点

本报讯 贵阳市昨日举行创建全

国禁毒示范城市动员大会，对创建全

国禁毒示范城市工作进行了全市动

员，纵深推进全市“禁毒人民战争” 。

近年来， 贵阳市各级各部门以

“向毒品说‘不’ ，打一场禁毒人民

战争”为载体，全党动员、全民参与，

认真谋划、主动作为，使得各项禁毒

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吸毒人员增

幅得到有效遏制， 缉毒执法综合考

评全省第一， 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

满意度逐年提升。

今年 1月 18日， 国家禁毒办召

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全国禁毒示范

城市创建活动，贵阳市成功入选为首

批全国 101个示范创建城市之一。

在昨日动员大会上， 有关负责

人宣读了《贵阳市创建全国禁毒示

范城市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

案》）。《方案》指出，全市将以创建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为抓手， 不断创

新毒品治理工作体系， 力争使全市

禁毒机制体制更加完善，实现“四个

变化”（条专块统格局进一步常态

化；禁毒机制措施进一步精细化；队

伍综合能力进一步专业化； 数据禁

毒手段进一步智能化），确保“五个

不发生”（不发生制造毒品案件或

者制造制毒物品案件； 不发生大规

模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件； 不发

生影响较为恶劣的吸毒人员肇事肇

祸案事件； 不发生脱管失控吸毒人

员引起的重大违法犯罪案件； 不发

生在校中小学生吸毒案件）和“四

升四降”（群众禁毒知晓率上升；群

众对禁毒工作的满意度上升； 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执行率上升等等)，让

预防、打击、管控、帮教等禁毒工作

措施更加扎实。 （本报记者 张鹏）

贵阳纵深推进

禁毒人民战争

本报讯 来自捷信消费金融有限

公司贵州区域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

捷信贵州区域的家电类分期销售同

比明显提升，涨幅高于手机。

“贵州的冬天较冷，许多家电购

买者都是返乡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

购买家电送给老人，旨在传递一份孝

心。 ” 捷信贵州区域负责人廖勇表

示，虽然手机是捷信客户首选的支柱

性分期产品， 但春节期间家电销量

的提升， 也与分期销售模式的普及

度和认可度逐年提升息息相关，超

前消费正成为时代主流。 在政策红

利不断释放、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

费观念转变的背景下， 未来消费信

贷市场特别是短期消费信贷对中国

经济转型的意义显著。 （孙维娜）

分期购物模式

受消费者青睐

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新闻速递

方式一：腾讯公益平台

方式二：支付宝公益平台

方式三：银行汇款

昨日举行创建“全国禁毒示

范城市”动员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