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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2 日， 记者从

2019 年全省农村产业革命蔬菜产

业推进会上获悉，到 2021 年，全省

蔬菜种植面积将达到稳定在 1500

万亩以上， 产量稳定在 3000 万吨，

综合产值 820亿元的总目标。同时，

还要建成规模化、标准化蔬菜基地

300 万亩， 打造省级公共品牌和特

色个性品牌。 要建成中国南方重要

的夏秋蔬菜基地，黔菜成为全国一

流的安全、健康、干净、放心菜。

今年开始，全省将突出发展优

势单品，在大宗产品上重点突破大

白菜、萝卜、菜豆、茄子，在特色优势

产品上重点突破韭黄、生姜、山药 3

个优势单品，7 个单品种植面积调

增到 600万亩以上， 产量达到蔬菜

总产量的 50%以上。

要大力发展夏秋蔬菜。 重点针

对夏秋气温相对较高、受台风影响

较大的华南、华中、华东地区，充分

利用我省乌蒙山区、大娄山区和苗

岭山区中高海拔区域夏秋“天然空

调” 气候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大白

菜、萝卜、菜豆、茄子等优势蔬菜，

6-11 月蔬菜采收面积调增到 1000

万亩，销售量达到全年的 70%以上。

为何要发展这 7个单品和夏秋

蔬菜？ “在整个市场比较需要的时

候，其他地区生产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批量地拿出菜来” 。 据贵

州省蔬菜专班副班长张绍刚介绍，

这 7个单品市场需求大，价格稳定，

而且贵州夏秋季气候温和，具备生

产这 7个产品的优越条件。此外，这

7 个单品还聚焦在全省的四大山

区，可以带动当地脱贫攻坚，助推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

（本报记者 陈玲 周梅）

我省聚焦种植这7个蔬菜单品

分别是：大白菜、萝卜、菜豆、茄子、韭黄、生姜、山药

本报讯 2019 贵阳房地产交易

展示会招展工作进展迅速，截至目

前， 已有 27 家实力房企、2 家金融

机构、5 家二手房经纪公司报名参

展，一号馆展位仅剩 2席，二号馆展

位还剩 10席。

2019贵阳房地产交易展示会由

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贵阳市

文化和旅游局、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联合指导， 贵阳市房地产业协会主

办，贵州启程会展有限公司、贵阳国

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承办，盛

会将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8 月 18

日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一年一度的

贵阳房交会已经成为了贵阳会展的

一个金字招牌。在 2018年度中国展

览数据统计报告中，133 个细分行

业项目按展览面积排名， 贵阳房交

会在全国房地产业排名第三。

此次地产盛会， 贵阳各大房企

报名踊跃，目前，已有中天、保利、融

创、中南置地、蓝光置业、阳光城、恒

大地产、宏立城、万科、金科、恒大文

旅、首钢、美的、地铁置业、碧桂园、

中铁建、天亿置业、中铁置业、龙洞

堡阳明花鸟、 龙湖、 贵高速·花溪

26°、广大城投、绿地、益华地产、宝

能、多彩贵州城、北大资源共 27 家

房企预定展位。已参展金融机构有：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

分行、贵阳银行。 另外，尊园、蜂巢

诚、汇恒仁合、圣嘉、优居五家二手

房经纪公司也确定参展。

本届房交会以 “绿色人居，美

好家园” 为主题，展区规模 2 万平

方米，展示内容包括旅游地产、养老

地产、特色小镇、写字楼、商业地产

等项目，以及别墅、公寓、普通商品

房等住宅地产项目。省内地州市、省

外别墅、公寓、普通商品房等住宅地

产项目、写字楼、商业地产及旅游地

产、养老地产、特色小镇等项目也将

积极参展。

同时， 今年房交会的各项活动

也是精彩纷呈、 亮点突出、 创意新

颖。 确定开展的活动有主题楼盘巡

礼、观展有礼、市州推介、歌唱祖国

快闪活动、旗袍文化节、非遗文化展

示等等， 相关活动的细化方案和准

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本报记者 余珉琨 商昌斌）

目前已有27家实力房企报名参展

2019贵阳房交会招展迅速

昨日，2019 年贵州省农村产

业革命蔬菜产业发展推进会为贵

州蔬菜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省蔬

菜产业发展协会进行揭牌。 同

时， 为全省十大蔬菜生产基地县

和十大蔬菜育苗基地授牌。

其中十大蔬菜生产基地县分

别是：清镇市、开阳县、习水县、盘

州市、西秀区、平坝区、普定县、威

宁县、罗甸县、兴义市。

质量安全市场监督执法督查工作启动———

全省房屋及市政基础设施“临检”

本报讯 6 月 12 日， 贵阳市应

急局检查组前往息烽县 4 家危化生

产企业， 对年初国务院安委办专家

组提出的 318 项问题进行复核。 经

检查，4 家企业已完成整改 266 项，

其余 52项问题正在整改中。

当天上午，由贵州省应急厅、贵

阳市应急局相关领导组成的检查

组，先后前往开磷合成氨、西洋实业

等危险化工企业， 突击检查企业内

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 在西洋实业

公司， 检查组重点查看了氨站常压

罐专项整改情况， 并检查出氨站液

氨球罐安全阀排放出口直接对大

气、 氨站冰机电机和现场控制箱均

为非防爆设备等 6 项尚未整改完成

的问题， 并下达指令督促企业及时

完成整改。另外，检查组还复核了已

整改完成的其他 80项问题。

据悉， 息烽县作为全国 53个危

险化学品重点县之一，全县共有危险

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 41家，共有 18

个重大危险源。在 2019年初，国务院

安委办专家组来到息烽检查，提出了

318项需要整改的问题，要求企业在

今年 8月专家组来息烽“回头看”之

前，完成相应的整改工作。

经过检查， 国务院安委办专家

组发现的 318 项问题， 已督促企业

完成整改 266 项，其余 52 项问题正

在整改中， 在专家组再次来息烽检

查前，能够完成整改 30 项，其余的

22 项隐患，企业正在与中介机构对

接， 将按照专家组提出的建议和要

求完成整改。 （本报记者 罗林）

4家企业半年内

整改266项问题

贵阳市应急局突击检查危

险化工企业

■新闻速递

本报讯 为进一步方便消防指

战员就医，疏导心理问题，开通“绿

色通道” ，6 月 11 日，贵州省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与

州人民医院签订 “党建联建 携手

共建” 合作协议，率先在全省建成

“消防特约心理咨询站” 。

今后， 黔西南州消防救援支队

将定期为医院提供消防安全指导服

务， 对医院人员开展消防安全教育

培训和指导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及灭

火实战演习， 增强医院人员的消防

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 州人民

医院的国家级心理咨询师和专家将

定期对全州消防救援指战员进行心

理疏导和干预， 开展医疗卫生辅导

讲座，为伤病指战员开通就医“绿

色通道” ，减轻指战员病通，让指战

员尽快恢复战斗力。

（刘永松 张鑫 张鹏）

我省首家消防特约

心理咨询站启用

陈晏赴东莞市深圳市考察招商时强调：

深化务实合作 加快项目建设

本报讯 6 月 11 日至 12 日，市

委副书记、 市长陈晏赴东莞市立讯

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

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戴普森新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恒大集团、前海移

联科技有限公司考察招商， 就深化

务实合作、 加快项目建设进行深入

交流，达成系列共识。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昊，副

市长唐兴伦参加， 宝能集团董事长

姚振华、常务副总裁陈琳，戴普森公

司董事长陈钟育、副董事长纪华文，

前海移联公司董事长罗少龙、 副总

裁马良峰， 德威精密模具公司董事

长罗少彬， 恒大集团常务副总裁肖

恩， 立讯精密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

熊藤芳分别陪同考察， 市政府秘书

长许俊松参加。

陈晏首先来到立讯精密公司，

走进生产车间， 详细了解线材、电

路板等主要产品生产、 加工等情

况，希望企业早日到贵阳布局相关

产业，助力贵阳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 来到宝能集团，陈晏考察了企

业文旅项目，希望在加快已有合作

项目建设的同时， 推进大数据、文

化旅游、康养医药等领域的务实合

作。 在戴普森公司，陈晏仔细了解

企业变频电源电机、专利产品等核

心技术， 诚邀企业到贵阳实地考

察、寻找合作机会。 在恒大集团，陈

晏就推进双方合作项目加快开工

建设与企业进行深入交流，希望双

方携手用力、共同发力，推动项目

早建成、早见效。 在前海移联科技

公司，陈晏希望企业积极抢抓贵阳

大数据产业发展机遇，共享数字经

济发展红利。

在考察招商中，陈晏每到一处

都积极推介贵阳、宣传贵阳。 他指

出，贵阳是一座发展之城、数字之

城、生态之城、实力之城，正坚持高

标准要求、加快高水平开放、推进高

质量发展，投资前景广阔、发展潜力

巨大、营商环境优良，希望相关企业

与贵阳携手同行、共享发展机遇，积

极投资贵阳、布局贵阳，筑梦贵阳、

圆梦贵阳，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

各企业负责人表示， 将积极参

与贵阳的建设和发展， 以务实高效

的举措，推动洽谈项目加快落地，落

地项目加快建设， 更好地助力贵阳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共享新时代

发展红利。

市直有关部门， 立讯精密公

司、宝能集团、戴普森公司、恒大集

团、前海移联科技公司有关负责人

参加。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昨日，贵州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通知，立即开展 2019年贵

州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质量安全市场监督执法督查工作，

具体严查工程质量等十项内容。

据悉， 近期我省连续发生了两

起建筑施工安全一般事故， 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立即启动 2019 年贵州

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

量安全市场监督执法督查工作。

本次督查范围为全省九个市

（州）和贵安新区，重点抽查 2018

年和 2019 年发生事故所在县（区、

市）项目。 检查范围为在建房屋建

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其中，在建

房屋建筑中以公共建筑工程和超高

层建筑为主， 住宅工程以保障性安

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为主；在建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含城市地下综合

管廊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检查对

象为参建各方质量安全责任主体和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据介绍，检查内容共有十项，包

括各级住建行政主管部门质量安全

监管职责履行情况，工程质量、安全

标准化推进情况， 在建工程项目实

体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等。

其中， 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

程管理，重点检查深基坑、建筑起重

机械、高大模板及脚手架、装配式建

筑结构吊装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专项整治实施情况； 建筑施

工扬尘专项治理， 重点检查建筑施

工现场扬尘防治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确保车辆出场冲洗，裸土覆盖、

道路硬化，环境绿化，降尘处理设备

正常使用。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要求， 本次

检查结束， 一周内应当形成书面督

查报告并全省通报， 对发现的违法

违规行为、 违反强制性标准的行为

按要求提出处理意见， 责成相关部

门或单位整改。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为进一步方便消防指战员

就医，疏导心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