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第七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贵州赛区）复赛收官，共

有 30 家企业晋级贵州赛区决赛，争

夺参加全国总决赛的机会。

据悉，本届复赛分 12场进行，共

82家企业参加（初创企业组 40家、

成长企业组 42家）。 参赛企业涵盖

互联网、电子信息、新能源及节能环

保、先进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

域。评审流程严格按照第七届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组委会相关规定，采取企

业现场项目路演， 专家评委实时打

分、工作人员实时统计、当场公布成

绩的方式进行， 最终共有 30家企业

晋级贵州赛区决赛，（初创企业组 12

家，成长企业组 18家）。

本次大赛运用论坛、培训辅导、

融资路演、银行对接、大小企业沟通

等方式， 为参赛企业提供多元化服

务。

据悉， 本届大赛贵州赛区决赛

拟于 8 月 30 日在贵阳市举行，届

时， 将推选出参加全国总决赛的优

胜企业。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本报讯 成贵高铁车站站房建

设迎来重要节点——— 8 月 27 日凌

晨 4 时 30 分，贵州黔西高铁站主体

结构提前 3 天封顶， 成为成贵高铁

云南和贵州段在建的 6 个车站中首

个实现主体结构封顶的车站， 为明

年 6 月站房竣工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据介绍，黔西高铁站地处毕节

市黔西县东面， 距离县城约 3 公

里，位于成贵高铁 445 公里 +133.6

米处。 2017 年 11 月 1 日进场施工，

同年 11 月 20 日浇筑完成第一根

试桩； 在克服岩溶地质后， 今年 5

月 2 日完成了所有站房桩基，6 月

17 日完成售票厅区域一层主体工

程，8 月 27 日凌晨站房主体结构封

顶。

黔西站为线侧平式站房，长

128.2米，宽 36.3米，站房总建筑面

积 9994 平方米， 总建筑高度 22.2

米。 候车室分两层，一层候车室面积

1113.6 平方米， 二层候车室面积

2208.5平方米；售票厅在一层，面积

297.9平方米。 车场规模为 2站台 6

线（含正线），两个站台雨棚，长 450

米，宽 12 米，站台总面积 10800 平

方米。客流高峰期，最高可容纳 1000

余名旅客。

黔西站主体结构封顶后， 将进

入车站装饰装修阶段，预计 2019 年

6月完成施工。 与此同时，该项目部

贵州境内另外两个车站———卫城北

站、大方站也正抓紧施工，计划明年

6月与黔西站同步竣工。

（本报记者 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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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工商业电价下调

本报讯 近日， 经贵州省政府同

意，省发改委下发《通知》，决定进一

步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电价。

据悉，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降低

一般工商业电价 10%的要求，按照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利用扩大跨省区

电力交易规模等措施降低一般工商

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近日，经贵州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

下发《通知》，决定进一步降低我省

一般工商业电价， 新的售电价格自

2018年 7月 1日起执行。

《通知》明确，降低我省一般工

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

4.46分钱。 其中，不满 1千伏降低每

千瓦时 4.53分钱，10 千伏降低 4.43

分钱，20 千伏降低 4.38 分钱，35 千

伏降低 4.33分钱。 同时，该《通知》

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从每

千瓦时 0.3 分钱调整为 0.23 分钱,

将现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

“大工业用电” 两类归并为“工商业

及其他用电” 类别。

根据有关规定，“工商业及其他

用电” 分单一制和两部制电价。受电

变压器容量在 315 千伏安及以上的

原“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类别

用户，可选择执行两部制电价，也可

选择执行单一制电价。 选择执行两

部制电价的，由用户在每月 20 日前

自行向电网企业申请办理， 并自申

请后的下一计费周期执行。 用户未

提出申请的，继续执行单一制电价。

受电变压器容量在 315 千伏安以下

的原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类

别用户继续执行单一制电价。原“大

工业用电” 类别用户继续执行两部

制电价。

《通知》要求，转供电主体要按

国家规定的销售电价向电网企业缴

纳电费，缴纳的电费由所有转供电用

户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不得在电

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确保国家电价政

策调整红利，特别是降低一般工商业

销售目录电价 10%的电价空间全部

传导到终端用户。

全省发改系统 （价格主管部

门）将进一步加强价格监督检查，对

于转供电主体不执行国家电价政策

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建立

相关主体信用档案和失信黑名单制

度，将违法加价、不执行国家电价政

策等失信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通过“信用中国” 网站对外

公示。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本报讯 昨日，贵阳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晏率队调研清镇市实

体经济发展和部分产业项目，强

调要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

力夯实产业基础、做强实体经济，

奋力推动贵阳在高质量发展道路

上阔步前行。

市政府秘书长刘本立参加。

在益佰制药中药材提取中

心， 陈晏听取了清镇市产业升级

和实体经济发展情况汇报， 他要

求清镇市要强化顶层设计， 优化

产业布局，加大招引力度，以产业

项目的大招引、大建设，推动新旧

动能加快转化，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华锦氧化铝、贵州广铝氧化铝、

联塑科技、圣济堂、贵州科伦、盘

江民爆等企业， 陈晏走进生产车

间，观看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企业

技术工艺、生产经营、产能产值等

情况，鼓励企业要坚持市场导向，

走绿色化、精细化、高端化、自动

化、智能化的发展道路。 在中铝退

城进园、寻味贵州、贵州正和新型

绿色建材基地、 普洛斯铁路港和

公路港等项目现场， 陈晏深入建

设工地，与项目负责人亲切交谈，

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 建成工

期、投资规模、存在困难等情况，

叮嘱企业要鼓足干劲， 加快项目

建设，力争早日建成投产。 他要求

清镇市要做好园区配套设施建

设，做细做实服务保障，全力为企

业排忧解难， 助推企业更好更快

发展。

在调研中陈晏强调，强有力

的产业支撑是贵阳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所在。 全市各级各部门务必要提

高思想认识，坚持生态优先、注重

产城融合、强化产城并重，始终以

产业发展为核心，不断夯实产业

发展基础， 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要加大产业大招商力度，围绕城

市产业定位和布局，精准引进生

态环保、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

企业以及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核心

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切实为全

市经济发展增强后劲。 要加快推

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引导企业将大数据融合到生产、

经营、销售各环节，促进企业产品

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不断

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要持

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竭力做优

营商大环境，为企业提供 “店

小二” 和 “保姆式” 的服务，

让企业投资更加放心、经营更加

舒心、发展更加安心。

清镇市，市直有关部门，企业

负责人参加。 （本报记者）

坚持生态优先

夯实产业基础

做强实体经济

本报讯 8月 27日上午，由贵州

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指导，国际

在线主办的“见证贵州改革开放 40

年———特色新兴产业看贵州” 网络

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

近年来， 贵州省 GDP增速领跑

全国，“中国天眼” 落成启用，世界最

高的跨江大桥———北盘江大桥通车，

全省 9 个市州全面通航、 县县通高

速、进入高铁时代，茅台香飘五洲，获

批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苹果

中国云、华为、腾讯等数据中心在贵

州落地……这些都是贵州全面推进

改革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 2018 年贵州省 《政府工作

报告》中，明确提出在今后的五年

里，贵州将大力推动特色产业做大

做强，促进酒、茶、绿色食品、民族

医药、天然饮用水等特色产业规模

化品牌化，这既是贵州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

践，也是贵州在“守好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 上探索出的一条创新之

路。

此次网络主题活动为期七天，

将组织来自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全

国知名商业网站和省主要新闻网

站、 新媒体的 30 余名编辑记者深

入贵阳、遵义、铜仁、黔东南等 4 个

市（州）、9 个县（区、市），对贵州

的茶、酒、辣椒、水、特色农产品、乡

村旅游等特色新兴产业进行全方

位多角度的宣传报道，充分展示贵

州改革开放 40 年来特色新兴产业

建设发展取得的先进经验和成就

亮点。

（本报记者 张晨）

记者编辑走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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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主题活动启动

成贵高铁黔西站 站房主体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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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时强调———

省发改委下发通知，目录销售电价每千瓦时平均降低 4.46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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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家企业晋级贵州赛区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