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2

2018年12月6日 星期四
编辑／版式 曹勋银 校对／孟瑜

要闻YAOWEN

2018年度市委议军会议召开
赵德明主持并讲话 陈晏讲话 李忠 王保建 李岳德出席
本报讯 12月 5 日，2018 年度
市 委议军会议召开， 贵州省委常
委、贵阳市委书记、警备区党委第一
书记赵德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强军思想为根
本指导，狠抓党管武装责任落实、制
度落实、工作落实，统筹推进经济社
会和国防动员建设，奋力开创新时
代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
局面。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国防动员
委员会主任陈晏讲话。 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忠，市政协主席王保建，市
委副书记李岳德，市委常委，市政
协、警备区有关领导同志出席。贵阳
警备区司令员赵平汇报部队建设和
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情况，贵阳
警备区政治委员汤问传达学习习近
平强军思想“国防动员篇” 和省委
议军会议精神。

赵德明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
九大报告鲜明提出习近平强军思
想，确立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
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为我们
做好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指
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全市各级党委全面落实党
管武装工作各项制度，扎实推进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巩固了军政军民
团结的大好局面。 警备区和驻筑部
队、 武警部队广大官兵适应新体
制、履行新职能、担当新使命，推动
部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取得了
新成效。
赵德明强调，进入新时代，国防
和军队建设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
要强化政治建设，牢固确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强
军思想的根本指导地位，把“四个
意识” 融入血液、铸入灵魂，始终保
持武装工作的正确方向。 要聚焦主

业主责，立起备战应急新标准，积极
探索兵员征集新途径，构建基层武
装新格局，提升国防教育新效能，不
断推动国防动员创新发展。 要弘扬
优良传统，完善政策配套，聚力攻坚
克难，加强宣传教育，努力创造双拥
共建的全新业绩。要加强组织领导，
提高政治站位，深化理解认识，在领
导上厘清隶属关系，在职能上做到
主次分明，在机制上实现高效顺畅，
全面确保党管武装有效落实。
陈晏强调,全市军地各级要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系列
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
委的要求，把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
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领域、全过
程。 要全面抓好国防动员体系建
设，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
再上新台阶。 要深度推进军民融合
发展，推动“军转民”“民参军” 取
得更大成效。 要扎实做好全民国防

教育，持续做好“双拥” 工作，努力
营造全社会爱国拥军浓厚氛围。 全
市各级政府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国
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部队和官兵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 希望贵阳警备区和广
大驻筑部队官兵立足地方所需、群
众所盼、部队所能，积极参与地方
建设，携手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爽爽
贵阳新未来。
会上，修文县、开阳县党委书
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作述职，其
他区（市、县）作书面述职；会议审
议通过了《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
时代专职人民武装干部队伍建设的
意见〉措施》。
各区（市、县）党委书记、人武
部党委第一书记，市有关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贵阳警备区有关同志，各
区（市、县）人武部主官参加。
（本报记者）

陈晏会见香港航空公司总裁王利亚一行——
—

提升合作层次 拓宽航空通道
本报讯 12月 4 日， 贵阳市委
副书记、市长陈晏会见香港航空公
司总裁王利亚一行，双方就提升合
作层次、 拓宽航空通道进行深入
交流。
市政协党组成员刘晓萍、省
机场集 团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向 文 永
参加。
陈晏向王利亚一行表示欢迎，
对香港航空公司给予贵阳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 并简要介绍贵阳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航空业发展
情况。 他说，当前，贵阳市正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抢抓贵州建设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 国家内陆开放型经
济试验区、 渝桂黔陇打造国际陆
海贸易新通道的机遇， 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推进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 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开通国际航线对于贵阳打

通对外开放通道、 提升对外开放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香港航
空公司加强与贵阳的沟通交流，
深化务实合作，提升合作层次，发
挥国际化优势， 开通更多国际航
线， 让贵阳乃至贵州更好地联通
世界、融入全球。 贵阳市将加强服
务保障， 全力支持香港航空公司
在筑发展，努力实现互利共赢、互
促共进。
王利亚对贵阳市给予的关心

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近年来，贵阳
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香
港航空公司将强化与贵阳的交流合
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开通更多国
际航线，助力贵阳发展，向全球宣传
贵阳、推介贵阳，积极为贵阳发展作
贡献。
省机场集团、市直有关部门、香
港航空公司有关负责人参加。
（本报记者）

招商贷存量债务兑付方案公布

■新闻速递

贵州出台措施
发展绿色建筑
贵阳、 遵义等地将率先执行
65％的新建居住建筑节能标准
本报讯 12 月 4 日， 记者从贵州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 我省出台
相关措施，将逐步提高建筑节能标准，
加快发展绿色建筑、 推进建造方式转
型升级、 提升建筑能效。 力争在贵阳
市、遵义市、安顺市中心城区及贵安新
区新建居住建筑率先执行 65％的建
筑节能标准。
根据我国建筑节能发展的基本目
标： 新建采暖居住建筑 1986 年起，在
1980-1981 年当地通用设计能耗水平
基础上普遍降低 30%， 为第一阶段；
1996 年起在达到第一阶段要求的基
础上再节能 30%，（即总节能 50%）为
第二阶段；2005 年起在达到第二阶段
要 求 基 础 上 再 节 能 30%（即 总 节 能
65%）为第三阶段。
据介绍，这些措施包括：大力发展
绿色建筑， 推进国家级绿色生态城区
建设，继续开展省级绿色生态城区、小
区评价，促进绿色建筑快速发展，切实
践行“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环保”
的绿色发展理念， 对发展落后的地区
实施通报与问责。 稳步推进装配式建
筑发展，实现建造方式的转型升级,形
成适应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市场机制和
环境，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
准和监管体系， 培育装配式建筑示范
产业基地、示范项目。
我省今后的建筑行业中， 要加快
发展适应新型建筑的新型墙体材料。
支持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实施节能
减排技术改造， 进一步提高新型墙体
材料产业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加快淘
汰落后产品、技术和设备，发展适应新
型建筑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
（本报记者 鞠平）

出借人兑付金额大于1万元，将分期按 18 个月等额兑付
本报讯 12 月 5 日， 贵阳市金
融办、贵阳市公安局召开招商贷风
险化解新闻通气会，会议公布了招
商贷存量债务兑付方案。
此前，贵州合石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简称“合石电商” ）曾于 11
月 22 日， 召开招商贷出借人见面
会， 通报旗下 P2P 平台合规化自查
自检工作及整体兑付方案。
会上，合石电商公布了招商贷兑
付方案细则。 根据兑付方案细则，招
商贷将全额兑付出借人的出借本金
及 2018 年 12 月 5 日前所产生的出
借利息。 出借人兑付金额小于或等于
1 万元，将获得全额一次性兑付；兑付
金额大于 1 万元， 将分期按 18 个月
等额兑付，每月兑付十八分之一。

据介绍，兑付方案将于 12 月 7
日开始公布确认，2019 年 1 月 16
日开始兑付第一期。 若出借人在中
天普惠工作组介入当日 （2018 年
9 月 14 日）或之后有充值，招商贷
将全额一次性兑付充值金额，剩余
兑付金额按照统一规则进行兑付。
同时，贵阳市公安局就合石电
商前法定代表人陈格路涉嫌犯罪相
关情况进行了通报。
据介绍， 今年 8 月招商贷出现
流动性风险后，省市区高度重视。 今
年 9 月初， 贵阳市金融办针对招商
贷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隐患下达通
知， 要求按相关要求严格开展合规
整改工作。 为保障广大出借人权益，
市金融办还委派第三方机构对合石

电商进行审计，并协调中天普惠于 9
月 14 日全面介入招商贷合规化运
营工作。9 月 26 日，观山湖经侦大队
依法对合石电商前法定代表人陈格
路等人采取措施，立案侦查。 11 月 2
日，因涉嫌犯罪依法对其执行逮捕。
同时，省市区积极统筹安排工
作，成立专班处置化解招商贷平台
风险，采取注入每日流通性、加大
追偿力度、 拟定资金兑付方案、成
立基金加速资金回笼等一系列措
施，扎实开展风险化解工作，有序
推进招商贷合规运营化，尽最大力
度维护出借人权益。 当前，招商贷
合规化运营工作已初见成效，平台
第三方银行存管系统和新产品“应
收宝” 都已实现上线，日常运营恢

复正常。
市公安局、观山湖区金融办、区
公安分局、中天普惠金融、合石电商
相关负责人员以及新闻媒体和部分
出借人共 80 余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相关链接

兑付方案确认入口
PC 端 ： 访 问 old.zhaoshangdai.
com，登录之后直接弹框提示或前往
“
兑付中心”
微信端：招商人之家 > 账户登
录 > 存量资金查询
安卓 APP： 登录之后直接弹框
提示或前往“
兑付中心”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相关报告显示——
—

我省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本报讯 日前召开的贵州省第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熊德威受省人民
政府委托，向大会作了关于 2018 年
度全省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保护目
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报告显示，全
省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保持良好，持

续改善。
报告从环境空气、水环境、辐射
环境质量上对全省环境质量状况进
行了总结。 今年 1 月至 10 月，9 个
中心城市均达到国家规定的环境空
气质量二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平均为 97.1%。

水环境质量方面，今年 1 至 10
月，贵州纳入国家“
水十条” 考核的
55 个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断面比
率为 96.4%， 全省 151 个地表水省
控断面水质状况总体为优。 同时，
全省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较好。
同时，我省严打环境违法行为，

省环保、公安、检察部门联合组织开
展“
守护多彩贵州·严打环境犯罪”
2018-2020 执法专项行动。 截至 10
月底， 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 64462
人（次），共检查企业 25071 家，立
案 查 处 各 类 环 境 违 法 案 件 1734
家。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我省公布 2018 年11月法定
传染病疫情

总病例数12755例
总死亡数 55 例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州省卫健
委获悉，2018 年 11 月 1 日 0 时至 11
月 30 日 24 时， 贵州省通过网络直报
系统报告法定传染病 17 种，总病例数
12755 例，报告总死亡数为 55 例。
据悉，本期报告无甲类传染病报
告。 乙类传染病中共报告艾滋病、病
毒性肝炎、狂犬病、痢疾、肺结核、伤寒
副伤寒、百日咳、新生儿破伤风、猩红
热、淋病、梅毒等 11 种乙类传染病共
5700 例，死亡 55 例。 报告的乙类传染
病发病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肺结
核、乙肝、梅毒、丙肝、淋病，占乙类传
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 94.6%。
其中，丙类传染病中共报告流行
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
血性结膜炎、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
口病等 6 种丙类传染病共 7055 例，死
亡 0 例。 报告的丙类传染病发病数居
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手足口病、 其他
感染性腹泻病、流行性腮腺炎，占丙类
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 97.59%。
（本报记者 张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