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 月 26 日 -29 日，

2019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数博会” ）将在贵阳召

开。 届时，连续 2年参加数博会的北

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继

续亮相 2019 年数博会的行业数字

应用馆， 展示公司最新的软件技术

产品和领先的行业解决方案。

今年，东方国信将带来“Cirro-

Data- 新一代云化分布式数据库” 、

“图灵联邦 - 社区型数据科学云平

台” 等先进的大数据产品。 其中，

CirroData打造了一款国际首创的跨

域多数据中心平台产品， 以满足跨

多个地域的大型企业或组织对数据

进行统一管理的需求。 而图灵联邦

- 社区型数据科学云平台则是集资

源、工具、数据、人才于一体的数据

科学云平台。 （本报记者 陈玲）

全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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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督导进行时

2019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三

要闻

YAOWEN

A

02

编辑／版式 安占明 校对／ 尚敏

率组到贵阳市开展下沉督导

中央扫黑除恶第十九督导组组长乔传秀———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文化回顾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怎么看待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

老百姓文化生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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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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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4 月 15 日至 16 日，中

央扫黑除恶第 19 督导组组长乔传

秀带领有关人员在贵阳市开展下

沉督导。 对贵阳市新路口菜市场、

龙洞堡汽车客货运站、云关乡红岩

村进行了明察暗访， 对清镇职教

城、三联乳业公司、新岭社区、城南

派出所、芦荻哨村调研走访。 省委

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省委

常委、省委秘书长刘捷陪同到清镇

市调研走访。

在听取清镇市市委、 市政府关

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汇报

后，乔传秀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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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关“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事关

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的巩固， 事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乔传秀指出， 督导工作已进入

第二阶段， 将对全省 9 个市州和贵

安新区进行全覆盖的下沉督导，同

时对部分县市区以及乡镇、企业、村

有针对性地进行督导。 从这两天下

沉督导的情况看， 贵阳市和清镇市

委、 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态度坚决，组织到位，紧密结合

实际， 深入分析黑恶势力形成的原

因， 深入查找差距和不足， 科学组

织、精准部署，积极有序有力地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取得

了重要的阶段性战果。

乔传秀要求，各级党委、政府

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以更

高的政治自觉、 更强的政治担当、

更大的政治责任，确保本地、本单

位、本行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

深入开展，不断取得新的实效。 每

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思

想自觉、行动自觉，不断强化斗争

精神，敢于担当负责，勇于攻坚克

难，持之以恒地抓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要坚持以“黑恶积案清零、问

题线索清零” 为目标，敢于亮剑，精

准发力，在依法打击、除恶务尽上

下真功夫、深功夫，务求取得实效。

注重发动群众， 倾听群众呼声反

应，全面摸排涉黑涉恶线索；针对

涉黑涉恶的重要问题、 重大案件、

重点行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集中

点，以“零容忍” 的态度、快准狠地

打深打透；将“打伞破网” 、“打财

断血” 作为主攻方向，坚决做到依

法严惩，黑恶必除，除恶务尽，真正

取信于民。 要坚持有黑扫黑，有恶

除恶，有乱治乱，注重综合治理、源

头治理，大力推动固本强基标本兼

治。 有效开展重点行业的日常监

管、重点区域的排查整治和重点人

群的动态管控。 针对涉黑涉恶案件

集中多发、问题突出的行业、领域，

采取超常措施重点整治；大力强化

基层组织建设，推动脱贫攻坚工作

取得更大成效。 用打击处理战果、

行业整治效果、 固本强基成果，让

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真高兴、

真满意，有更多、更具体、更持久的

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王恬）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阳市河

长办获悉， 日前， 经贵阳市政府同

意， 贵阳市河长办印发《贵阳市河

（湖）考核评价细则》，维护河湖生

态健康，推动各级河长、执行河长履

行职责， 强化对贵阳市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工作的督导管理，以实现

河（湖）长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科学化。

根据细则，考核内容包括目标完

成、制度执行、措施落实等方面。 其

中， 目标完成方面包括水资源保护、

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监

管等中央、省、市要求的六大项任务

完成情况。具体包含贵阳市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考核指标、新增水土流

失治理面积、出境断面水质优良达标

率、县城以上城镇污水处理率、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建成区黑臭

水体基本消除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等。 制

度执行方面，主要包括河长会议制度

（含总河长会议、河长会议、联席会

议）、信息报送及通报制度、督查督

办制度、考核问责制度、河长巡河制

度等河（湖）长制各项配套制度的执

行情况。 措施落实主要包括一河

（湖、库）一策、河道巡查保洁、人员

落实、经费保障、宣传培训等专项行

动措施落实情况。

考核采取“一年一考” 的方式

进行，将各县（区）辖区内市级河

（湖） 健康评价结果与河长制工作

考核结果相结合， 综合评定河长制

工作成效。 考核评定采用评分法，满

分为 100 分，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加

减分项。 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

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60 分以

下为不合格。 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县

（区）级总河长、县（区）级河长及

市级执行河长， 在考核结果公告一

个月内，县（区）级总河长向市级总

河长作出整改落实书面报告，县

（区） 级河长及市级执行河长向对

应的市级河长作出整改落实书面报

告。 整改落实不到位或连续两年考

核不合格的， 由市级总河长或对应

的市级河长对其进行约谈。 对年度

考核结果不合格， 对社会反映强烈

的江河湖库保护问题处置失当，因

失职、渎职、不担当、不作为导致江

河湖库资源环境遭受损害， 造成严

重后果的，提请市纪委、市监委等部

门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蒋帅 本报记者 汤利）

本报讯 4月 15日，记者从贵阳市

公安局白云分局了解到，自 2018年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全局共立

现行刑事案件 2040余起， 同比下降

14.4%；两抢案件破案率 100%、八类案

件立破案率 100%、命案破案率 100%。

据悉， 一年多的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 白云公安分局共侦办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1 件,恶势

力犯罪集团案件 1 件,涉恶九类犯罪

案件 13 件, 刑事拘留涉黑恶犯罪嫌

疑人 98 名,收缴枪支 3 支，管制刀具

60余把，扣押涉案车辆 5台。

同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

全局民警同步开展辖区禁毒工作，

共破获毒品案件 152起，打击处理毒

品犯罪嫌疑人 164人，共查处吸毒人

员 1338 人，缴获各类毒品 8.0945 千

克，专业警种缴毒量 7.1726 千克，占

比 88.61%， 公开查缉案件数 44 起，

公开查缉缴毒量 3.75347 千克；破获

市级目标案件 3 起，省级目标案件 3

起，与南明分局、清镇市公安局分别

协作破获公安部目标案件 1起。

此外，破获多起盗抢骗案件，抓

获涉案犯罪嫌疑人 17人， 成功追回

被盗摩托车 4辆，为受害人及其公司

追回涉案资金 17万余元。

据悉，白云公安分局各派出所组

织人员分别在辖区 127 所学校、127

家酒店、239 家企业、49 个施工地、

195 个行业场所内通过悬挂宣传海

报、 标语、 横幅， 播放宣传视频，在

LED�屏上滚动字幕持续播放扫黑除

恶宣传标语等方式开展宣传，社区民

警还通过进家入户、设置宣传点的形

式发放宣传单，大力营造浓厚宣传氛

围。 （本报记者 成虹飞）

自 2018 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白云区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14.4%

■相关新闻

贵阳出台河湖考核评价细则

河（湖）健康评价结果与河长制工作考核结果挂钩

东方国信将亮相数博会

■聚焦数博会

本报讯 4月 8日至 14 日，贵阳

市台办应台湾高雄市中华两岸关系

发展促进会邀请， 前往台湾开展交

流活动， 促成台湾多家企业参加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据悉，在台期间，贵阳市台办先

后拜会台湾中小企业总会、电机电子

工业同业公会、 云端物联网产业协

会、 高雄市中华两岸关系发展促进

会，参观考察台湾凌群电脑、新竹科

技园区、 高登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蘑

菇部落休闲农场、台一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台湾南良集团良农公司、高雄

馥农股份有限公司、承亿文旅民宿。

筑台两地达成一系列交流意

向： 邀请到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

公会、云端物联网产业协会、高登智

慧科技公司等机构的嘉宾参加 2019

数博会；促成台湾凌群电脑、技嘉科

技、艾普仕、台湾农业数据服务公司

等多家企业参加 2019 数博会展览

活动；达成 9月在筑举办“台湾水果

节” 意向；对接了举办“第六届筑台

两地都市现代农业交流活动” 相关

事宜。 （本报记者 罗婧）

贵阳市台办赴台交流

达成系列意向

台湾多家企业

将参加数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