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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明会见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一行——
—

深入合作 共推大数据产业发展
本报讯 5 月 14 日， 贵州省委
常委、 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在筑会
见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一行，双
方就数字城市建设和智慧政务、智
慧民生、智慧健康、数字金融等方面
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徐昊，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刘本立； 浪潮集团副总裁
王方、刘卫华、孔亮参加。
赵德明代表市委、 市政府对孙
丕恕一行表示欢迎， 对浪潮集团一
直以来对贵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近年来，在党
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
下，贵州、贵阳坚定不移推动大数据
战略行动向纵深发展， 不断强化大
数据发展要素集聚， 加快推进大数
据与各行各业的融合, 大数据发展
取得了显著成绩。当前，贵阳正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守底线、走新路、奔
小康” 的嘱托，积极抢抓“一带一
路” 建设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大数
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大力发展
中高端制造和中高端消费。 浪潮集
团作为国内乃至全球领先的云计

算、大数据服务商，在中国信息产业
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希望
双方进一步密切联系、深入沟通，共
同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 共享数字
经济发展红利。 贵阳将一如既往支
持浪潮在筑发展， 推动双方合作项
目早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孙丕恕感谢贵阳市委、 市政府
对浪潮集团的大力支持。他说，浪潮
集团一直积极参与贵州大数据战略
行动，对贵阳良好的生态环境、营商
环境和干部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印
象深刻。 浪潮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持续加大项目推进力度，力争
早日建成发挥效益， 为贵阳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会见前，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
陪同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到经开
区，详细考察项目拟选址交通区位、
产业布局、基础设施、仓储物流、生
态环境以及生产生活服务配套情
况， 就相关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沟
通交流。
经开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
人，浪潮集团有关负责人参加。
（本报记者）

贵阳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 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
本报讯 5 月 14 日， 贵阳市委
副书记、 市长陈晏主持召开市政府
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近期中央、
省、市系列会议精神，强调要提高政
治站位、 增强 “
四个意识” 、 做到
“
两个维护” ，着力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 突出问题，坚决打赢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扎实抓好中央环保督
察“
回头看” 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
市领导徐昊、孙志明、王嶒、魏
定梅，市政府秘书长许俊松参加。
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解决 “两不愁三保
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和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

求，尽锐出战、精准施策，确保我市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今年全部 “清
零” 。 要扎实抓好“
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整改， 深入开展扶贫资金
使用不规范、驻村帮扶不扎实、政策
落实不到位专项治理。 要纵深推进
脱贫攻坚“
春季攻势” ，打赢打好教
育医疗住房“
三保障” 、农村饮水安
全等关键战役。 要全面落实“八要
龙头企业 + 合作社
素” ，大力推行“
+ 农户” 组织方式，加快推动农村产
业革命取得新突破。 要全力推进贵
阳大市场带动全省大扶贫， 为贵州
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同步小康做出
省会贡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认真抓好中央扫黑除
恶第 19 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确
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更大成
效。 要坚决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
落实好党委政府主体责任、政法机
关直接责任、 部门行业监管责任。
要坚决整改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
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和问责清
单，立行立改、真改实改。 要坚决做
到深挖彻查， 从重从严 “打伞破
网”“打财断血” ， 做到依法打击、
除恶务尽，奋力夺取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压倒性胜利。
会议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最坚决的态
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扎实的作风确
保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反馈问
题整改到位。 要诚恳接受、 照单全
收，优化整改方案、细化整改措施、
落实整改责任， 确保按时保质完成
问题整改。 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
边整改边完善机制，“点”“面” 结
合、标本兼治。 要严肃纪律、严格追
责，对整改不力，不作为、乱作为的，
坚决追责问责， 以铁的纪律守护爽
爽贵阳的绿水青山。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各区（市、县、开发区），市直有
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参加。
（本报记者）

我省全面开展相关制度改革——
—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将缩短
本报讯 来自贵州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的最新消息， 我省全面开
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
作，到 2020 年底，基本建成与全国
相互统一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和管
理体系。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的
《贵州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改革内容覆盖全省
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城
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全过程(包括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和
公共设施接入服务)， 不包括特殊
工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
重大工程。
《方案》明确了我省将逐步完
成的一系列工作目标：2019 年上半
年，省和市（州）、贵安新区两级初
步建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框架
和信息数据平台； 到 2019 年 6 月
底， 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
缩至 120 个工作日以内， 其中贵阳
市审批时间压缩至 100 个工作日以

内；到 2019 年底，贵阳市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时间压缩至 80 个工作日
以内，其他市（州）、贵安新区审批
时间力争压缩至 80 个工作日以内，
确保达到 100 个工作日以内， 省级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与国家
和全省市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系统互联互通。
在统一审批流程方面， 我省将
精简审批环节， 取消不合法、 不合
理、不必要的审批事项。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要求，市

级政府要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 的原则，以“
互联网 +” 手段，整
合建设覆盖地方各有关部门和县级
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系
统要具备“
多规合一” 业务协同、在
线并联审批、统计分析、监督管理等
一张蓝图” 基础上开展审
功能，在“
批，实现统一受理、并联审批、实时
流转、跟踪督办，并与省级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对接， 实现审批
数据实时共享。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去年 我省非法集资案件数下降 64.6%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18 年贵州省非法集资新发案件
数 131 件， 涉案金额 21 亿元，与
2017 年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64.6% 和
12.5%，实现“双增强、双减少” 目
标（预警监测手段增强、公众防范
意识增强，涉案数量减少、涉案金
额减少）。
据介绍，在打击经济犯罪方面，
贵州省 2018 年共立各类经济犯罪

案 件 3206 起 、 破 经 济 犯 罪 案 件
2846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547 名，
涉案金额 68 亿余元，其中立涉众型
经济犯罪案件 301 起， 同比下降
68.9%, 立组织领导传销案 170 起、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101 起、 集资
诈 骗 案 30 起 ，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64.3%、64%、85.8%。
同时，2018 年贵州省通过 “
云
端” 专项行动发起全国集群战役 98
起，比 2017 年增加 88%，参加全国

集群战役 765 起。黔南州、铜仁市等
地公安机关连续破获三起百万级特
大伪造货币案件， 共计缴获假币面
值 310 万余元，获公安部贺电表彰；
贵阳市公安机关成功侦破公安部挂
牌督办“
8·10” 系列保险诈骗案，挽
回经济损失 100 余万元， 被公安部
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全国推广。
截至今年 4 月 1 日， 全省公安
机关共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
件 59 起，立案侦办恶势力案件 240

起,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 14.18
亿元，有力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
2019 年，贵州省将进一步加强
非法集资风险监测预警及化解工
作， 加大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多维度
关联分析力度， 重点对权益类交易
场所、网络借贷、小贷、担保、投资理
财等金融机构、 企业进行大数据风
险筛查， 进行全覆盖的风险动态监
测和预警， 采取有针对性采取防范
化解措施。 （本报记者 谢孟航）

■新闻速递
开建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
推广节水器具……

贵阳多举措
建设节水型城市
本报讯 5 月 14 日上午， 贵阳市
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复查迎检工作部
署会在贵阳市政府召开。 记者从会上
了解到，过去四年，贵阳市多措并举建
设节水型城市，取得了许多成效。
据悉，贵阳市坚持“节水优先”
的原则，合理调配本地水、外来水和
非常规水资源， 编制完成 《贵阳市
2015-2030 城市节约用水规划 》， 开
展了 2 座水库、18 座再生水厂、20 个
雨水利用工程、25 个建 筑 中 水 项 目
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等工程
项目。
同时，制定了《贵阳市海绵城市
建设实施方案》，实施了人民大道、花
溪公园、首开紫郡、阅山湖等 154 个海
绵道路、海绵公园、海绵河道等海绵城
市项目建设，改造面积 262 万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 贵阳市还对全市
4000 余户工业企业、 机关、 学校、医
院、 服务业等非居民用水单位实行定
额计划管理， 建立健全贵阳市计划用
水和节水统计制度， 去年全市计划用
水覆盖率达 90.27%。 同时建立重点监
控名录， 对用水量较大的用户实施监
测预警机制，开展用水诊断服务。
不仅如此， 去年全市非常规水资
源替代率达 65.5%， 有效开辟了城市
“
第二水源” 。 同期，全市节水型单位
覆盖率达 14.79%，节水型小区覆盖率
达 10.71%。
此外，去年对全市 35 所中小学校
用水器具进行节水改造； 全市公共建
筑节水器具普及率达 100%。 目前，七
彩湖、贵棉大沟、太慈大沟、茶店大沟
等 27 个黑臭水体得到有效治理,城市
建成区黑臭水体已基本消除， 完成了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和国家“水十
条” 要求的目标任务。
目前经严格对标自查， 贵阳市考
核指标中基本条件符合要求。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二）泥石流灾害
泥石流冲击力很大， 所以要采取
正确的逃逸方法。
1．当处于泥石流区时，不能沿沟
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
离开沟道、河谷地带，但注意不要在土
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免
斜坡失稳下滑， 应跑到基底稳固又较
为平缓的地方。
2．不应上树躲避，因泥石流不同
于一般洪水， 其运动中可沿途扫除一
切障碍，所以上树逃生不可取。
3．应避开河（沟）道弯曲的凹岸
或地方狭小高度又低的凸岸，因泥石流
有很强的淘刷能力，这些地方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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