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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5 日， 中央扫黑

除恶第 19 督导组下沉督导贵阳市

工作汇报会召开。 中央扫黑除恶第

19 督导组第三下沉组组长王亚卿

讲话。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赵德明

汇报贵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情况。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主持会

议。 市政协主席王保建，市委副书

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向虹翔，市领导

王华平、兰义彤、赵福全、徐昊、徐

红、刘本立、陈小刚、王嶒、魏定梅、

唐兴伦、刘晓萍出席。

王亚卿指出，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

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贵

阳作为省会城市，扫黑除恶任务相

对较重，人民群众期待很高，中央督

导组和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

贵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此次

下沉贵阳市开展督导工作，主要目

的就是要以督导为抓手，坚持问题

导向、法治思维、标本兼治，持续掀

起扫黑除恶强大攻势，推动专项斗

争不断向纵深发展。

王亚卿强调， 要深入学习、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更加充分、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大政治意义、 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

命感、工作紧迫感，切实履行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政治责任。

要明确目标任务， 突出工作重点，

注重督导结果运用， 加强责任落

实，畅通群众投诉渠道，坚决落实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安排

部署。 要坚持边督边改，组织精干

力量集中攻坚，深入调查研究摸清

情况底数，进一步发动群众凝聚合

力，敢于较真碰硬深挖彻查，加强

扫黑除恶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确

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

赵德明表示，贵阳市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的决策

部署，主动、高效、全力配合好中央

督导组督导， 并以此次督导为契

机，持续提高政治站位，保持严打

高压态势， 全力开展深挖彻查，全

面深化综合治理，夯实筑牢基层组

织，营造扫黑除恶浓厚氛围，以打

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际成效

作为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

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的现

实检验。

中央扫黑除恶第 19 督导组第

三下沉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本报记者）

中央扫黑除恶第19督导组下沉督导贵阳市工作汇报会召开———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发展

本报讯 作为全国甲醇汽车试点

城市， 贵阳市目前已有 5600 余辆甲

醇出租汽车上路营运，数量居全国第

一。 那么贵阳市的甲醇燃料能够稳定

供应吗？

近日， 贵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采

访了贵阳市甲醇生产企业相关负责

人，了解甲醇燃料的生产情况。作为贵

阳市唯一一家甲醇燃料生产企业，贵

州开磷合成氨公司承担着为贵阳甲醇

汽车提供燃料的重任。

“我们现在一年可以生产 5 万吨

到 8万吨精甲醇，目前来说，能够为贵

阳甲醇出租汽车供应充足的甲醇燃

料。 ” 开磷合成氨公司副总工程师沈

金忠说， 开磷合成氨公司通过加工无

烟煤得到合成氨和粗甲醇， 粗甲醇经

过精加工后得到工业级的精甲醇，最

终的甲醇燃料就是精甲醇经过特定配

方配比得到的。

“140吨煤可以产出 100 吨合成

氨和 10 吨甲醇。 ” 沈金忠说，贵州省

是一个少油、少气的省份，甲醇燃料相

比汽油更清洁、更环保，价格更低，且

属于可再生能源。 贵州依托丰富的煤

炭资源，大力推广甲醇燃料大有可为。

“而且，推广甲醇燃料，我们公司

可以把生产合成氨得到的副产品（粗

甲醇）进行循环利用，为副产品找到

好的销售出路，对公司发展也有利。 ”

沈金忠说。

沈金忠认为，推广甲醇燃料，有两

方面需要保障。第一就是煤炭的价格。

煤炭的价格需要保持稳定， 这样以煤

炭为原料的甲醇， 在价格上跟汽油才

会有强势的竞争力； 第二就是甲醇的

应用市场，只有应用市场变大了，发展

甲醇燃料才有更大的市场和前途。

“如果今后甲醇汽车的市场好，我

们可以把合成氨的一部分产能释放出

来，多产甲醇燃料，每年的甲醇产能可

以达到 30万吨。 ”沈金忠说。（张鹏）

保障甲醇汽车运营———

贵阳甲醇燃料

实现本地供应

本报讯 4 月 15 日， 在第四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来临之际，

贵州省公安厅、贵阳市公安局、贵阳

市公安局南明分局联合开展了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公安干警通过悬挂横

幅、设置宣传板、普法宣传咨询台、发

放国家安全及扫黑除恶宣传海报等

多种形式， 向群众现场讲解宪法、国

家安全法、案例警示、安全防范等国

家安全知识，使广大群众在充分认识

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

全重要意义的同时，切身感受国家安

全与日常生产生活的紧密联系。同时

滚动播放马金涛同志先进事迹微视

频，紧密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积极争取群众支持理

解，发动群众参与专项斗争，踊跃检

举揭发涉黑涉恶犯罪行为，并现场对

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耐心细

致的解答。

据了解，此次宣传活动当日，共

向市民派发各类宣传普法、 法规资

料和宣传手册 7000余份，接受群众

咨询 10000余人次， 并现场接受群

众投诉举报。与此同时，贵州省各级

公安机关联动先后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4·1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

法宣传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

动，旨在全省范围内营造出“国家

安全、人人有责”和“扫黑除恶全民

动员、人人知晓、人人参与” 的社会

氛围， 从而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法治

宣传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本报记者 李慧超）

公安机关开展“4·1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扫黑除恶 人人参与

公安干警向市民发放宣传手册

坚持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土壤。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文化回顾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古今中外， 文化娱乐活动是人

类生存不可或缺的部分。 怎么看待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老百姓文化生

活的变迁？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 不仅开创了国家强

盛、百姓富裕的新纪元，而且开启了

中国人民精神解放、思想创新、迎来

文化繁荣兴盛的闸门。 这 40 年，中

国人的精神世界从来不曾如此宽

松、自信，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也从来

没有如此丰富多彩。 对文化问题素

有深层思考、 对文化工作有丰富经

验的徐圻教授，以“主旋律与多样

化” 为题目，带来了他关于 40 年来

文化领域里发生的历史性进步及存

在的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时间：4 月 20 日 （周六）09:

30-12:10

� � � �主题： 主旋律与多样化 -- 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态势

主讲人：徐圻，贵阳孔学堂学术

委员会执行主席； 贵州省哲学学会

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

殊津贴获得者， 贵州省首批 " 核心

专家 "。 曾担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

学、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

贵阳孔学堂等部门和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 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

实践经验。

“一带一路”的音乐之魅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丝绸之路是自两汉时期中国古

人开创的以洛阳、长安为起点，连接

东西方文明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

道。 本周日，被誉为“东方的理查德

克莱德曼” 马辰先生和您一起插上

音乐的翅膀，让心灵飞翔在“一带

一路” 这个千年的文化走廊上，触

摸那个时代、 那条路上的人的呼吸

与心跳。

时间：4 月 21 日 （周日）09:

30-12:10

� � � �主题：一带一路系列讲座（五）

-- 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 - 世界音

乐千年文化之旅

主讲人：马辰，钢琴演奏家，作

曲家，音乐制作人，毕业于中央音

乐学院，曾举办大型音乐全国巡讲

项目《如何欣赏交响乐》。 走遍全

国 30 多个省、区、市，举办了《古典

音乐经典作品赏析》，《音乐水墨

画》，《经典电影音乐创作》，《爵

士乐欣赏与创作》等多场讲座及音

乐会共计 200 多场，并录制了个人

钢琴演奏专辑 《spirit� journey 心灵

之旅》。

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用户需要在微信

搜索 “孔学堂” ， 或手动输入微信

号：gyconfucianism，添加并关注“孔

学堂” 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

“讲座报名” 即可进入报名系统

（适用于高校学生听课修学分及市

民网络报名）；

2.现场报名：市民可前往贵阳

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推广部活动科

进行现场报名；

3. 市 民 电 话 报 名 ：

0851-83617687

� � � � 4. 微信报名后台咨询电话：

0851-86699033

� � � � 报名时间：2019 年 4 月 16 日

-4 月 19 日（上午:09:30-12:00� � 下

午:13:30-16:30）

温馨提示：1.� 更多详情可登录

孔学堂官网、多彩贵州网、贵阳新闻

网、贵阳文明网、爽爽的贵阳网、贵

州都市网查询， 或通过搜索贵阳孔

学堂公众微信进行了解。 2.活动当

天请报名成功的听众持本人有效证

件提前 30分钟入场。 3.报名成功的

听众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与，

请及时电话取消报名。 4.讲座结束

后， 市民可将自己听完讲座的感悟

和对国学的独到见解发送至孔学堂

邮箱（gykxt928@163.com）或贵州

名博(blog.gog.com.cn)，优秀的文章

我们将在孔学堂官网和贵州名博进

行刊登， 另外还可以加入贵阳孔学

堂国学公益讲座听众交流 QQ 群进

行讨论，群号为：159532784。 5.讲座

现场孔学堂将提供开水， 请市民朋

友们自带水杯， 禁止携带食物进入

讲堂，希望大家遵守讲堂纪律，做文

明听众。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2019年 4月 15日

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