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10 日， 首届中法

（贵州） 养老服务国际交流会在贵

阳举行， 来自中法两国养老服务界

的专家和企业代表就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开展交流与探讨。 记者从会上

获悉，截至目前，贵州养老服务设施

基本实现了城乡全覆盖。

据了解， 该国际交流会是今年

6 月已经启动的 “世界银行和法国

开发署联合融资贷款支持贵州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法国开发署对贵州养老服务

开展技术援助的载体之一。

该项目贷款金额为: 世界银行

3.5 亿美元、法国开发署 1 亿欧元，

折合人民币总计近 32 亿元，是目前

中国单个省份贷款金额最大的外贷

项目， 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国际金融组织与外国政府联合融

资贷款项目， 将重点支持贵州智慧

养老服务云平台建设、 人才队伍建

设、养老服务购买、养老服务机构提

质改造、 养老服务管理体系相关规

章制度建立等。

据了解，贵州于 2003 年就已经

迈入老龄化社会。 截至 2018 年底，

我省 60 岁以上老年人达 578.88

万，占常住人口的 16.08%。 老年人

逐年增加，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加

重，使养老服务需求大幅增长。

“近年来，贵州大力推进‘以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 省

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

前，全省已建成投用 4200 多个农

村幸福院、1051 个城市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 （站）、359 个社区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养老服务

设施基本实现城乡全覆盖； 全省

投入运营的城乡养老机构 1036

所； 社会力量运营的养老床位共

2.4 万张，占已运营养老机构床位

总数的 30%以上；全省 92.5%的养

老院与医疗机构合作开设绿色通

道， 内设医疗机构的养老机构达

到 396 家； 成立贵州省养老服务

产业投资基金， 构建养老产业发

展投融资平台。

省民政厅表示， 贵州将以本届

交流会为契机， 学习借鉴法国等国

家发展养老服务的成功经验， 着力

补齐养老服务发展“短板” ，优化养

老服务发展环境， 努力推动贵州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曾秦）

本报讯 7 月 10 日，省委常委、

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到修文县、白

云区、观山湖区调研加强产销对接，

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

神，扎实抓好农村产业革命“八要

素” ， 充分发挥贵阳大市场带动作

用，以产销精准对接助力脱贫攻坚。

市委常委、副市长孙志明，市委

常委、市委秘书长刘本立，副市长杨

波参加调研。

当天， 赵德明首先来到位于修文

县扎佐镇的贵阳农产品物流园， 详细

了解整体运营情况、 大市场带动大扶

贫、产销对接等工作，并先后走进食用

菌交易市场、贵州农产品扶贫专区，认

真察看来自长顺县、罗甸县、赫章县等

地的农产品品质， 指出要加大对口帮

扶力度， 积极为贫困地区农产品进入

贵阳市场提供便利、做好服务，以大市

场带动农业产业大发展， 让农户分享

产业发展红利。 走进位于白云区的贵

州合力购物有限责任公司生鲜配送中

心，赵德明认真察看集货、分拨车间，

详细询问配送中心运营情况以及对全

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的采购情况，

叮嘱企业负责人要瞄准市场需求，坚

持差异化、特色化、精品化发展道路，

帮助全省更多优质农产品进入市场。

赵德明对贫困地区农特产品的销售情

况十分关心， 来到位于观山湖区的盒

马鲜生超市， 他一边认真察看产品产

地、包装、品质和价格，一边与企业负

责人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产品订单、日

均销售量等情况， 指出要科学谋划推

广新商业模式， 继续对全省具有地域

特色的优质农产品进行梳理、挖掘、包

装、推介，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满足定

制化、个性化消费需求。

调研中，赵德明强调，产销对接

是农村产业革命“八要素” 中的关

键环节， 全市上下要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关于做好产销对接工作的要

求，以产销精准对接为突破，把握聚

合“八要素” ，狠抓产业扶贫和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 要研究解决产销对

接中打法不精准的问题， 做大做强

农业龙头企业， 强化贵阳农产品物

流园等一级批发市场的公益性作

用，织密惠民生鲜超市、智慧微菜场

等公益性农产品零售网络， 加快建

设冷链物流体系， 完善公益性农产

品流通体系。

相关区（县）、市直有关部门和

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调研。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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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明在调研全市加强产销对接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充分发挥贵阳大市场带动作用

首届中法（贵州）养老服务国际交流会在贵阳举行

32亿贷款 支持贵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新闻速递

本报讯 7 月 13 日至 14 日，以

“传承非遗, 文化惠民” 为主题的

2019多彩贵州百姓大舞台非遗周末

聚活动“醉美遵义清凉桐梓” 专场,

将相继在贵阳多彩贵州风景眼文创

园、碧桂园·茶马古镇、贵阳国际机

场展演展示。

古老而独特的原生态高腔大山

歌之《撵野猫》《吔嗬吔》，原始而古

朴的文昌戏之《收三妖》《点状元》,

长养于大山深处的花秋唢呐吹奏之

《小姑过河》《撑船调》，充满苗族风

情的苗族芦笙舞之 《悠悠芦笙情》

《踩山情》,歌伴舞《美丽桐梓》《方

竹情》等 10个独具地方特色的文艺

节目将会在展演现场轮番上演。

据介绍，届时，不仅有精彩的节

目演出，剪纸、丝网印等多项技艺体

验，还有苗族服饰、娄山黄焖鸡烹饪

技艺、豆腐干制作技艺、桐梓牛肉干

制作技艺、泥哨制作工艺等 5个非遗

项目将以实物的形式展现在众多游

客和市民眼前。（本报记者 张晨）

10个地方节目

轮番上演

非遗周末聚将亮相多彩

贵州百姓大舞台

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交通运

输厅获悉， 三都至独山高速公路打

见河大桥成功实现双幅合龙。

据了解， 三都至独山高速公路

起于丹寨县龙泉镇羊甲村附近，经

普安、大河、巴栗、栗木坪、董头、拉

林至独山县麻万镇，上跨兰海高速，

终点接独山至平塘高速公路起点。

全线设置互通立体交叉 5 处， 设置

服务区（停车区）2�处。 该条高速是

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

全长约 46 公里， 采用双向 4 车道，

设计时速 80公里，路基宽度为 24.5

米。打见河大桥为连续性刚构桥梁，

是三独高速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

也是项目的控制性工程。

据现场技术人员介绍， 打见河

大桥是三独高速施工难度最大的桥

梁，是项目的控制性工程。在修高速

前，这里本是一片原始森林，光是前

期的便道施工，就长达半年之久。 该

桥桥墩全部位于陡峭的悬崖之上，

在孔桩施工中， 由于岩层全部为坚

硬的石英砂岩， 挖钻机械无法达到

工作面，只能采用人工开挖，经常每

天只能挖几十厘米。 大桥双幅合龙

为三独高速全线通车打下了坚实基

础。 （本报记者 王芳）

三独高速控制性工程：打见河大桥合龙

本报讯 7 月 10 日， 湄潭县茶叶

协会发布授权公告称：公共品牌“湄

潭翠芽” ，将实行授权使用管理，首批

共有 16家茶企获得授权。

“湄潭翠芽” ，是湄潭县多年培育

和打造的一个公共品牌。长期以来，很

多消费者一提起茶叶， 很快会联想到

“湄潭翠芽” 。而“湄潭翠芽” ，也成为

贵州优质绿茶的典型代表之一， 其品

牌价值去年已达 102亿多元。

由于“湄潭翠芽”品牌影响大，湄

潭县几乎所有茶企， 甚至一些小作坊

都在使用。但是，因个别经营者在标准

把控上存在欠缺， 导致产品质量良莠

不齐，甚至掺杂使假。

“公共品牌被无序使用的结果，

坑了消费者，损坏了品牌形象，更伤害

了湄潭茶叶产业。 ” 湄潭县茶叶协会

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规范管理公共品牌， 进一步

提升“湄潭翠芽”品牌美誉度，湄潭县

茶叶协会决定， 对该品牌实行授权使

用管理。

据了解，首批获得“湄潭翠芽” 品

牌使用授权的企业共有 16家。

“这个名单，会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更新。 ” 相关人士说，本次未能获

得公告授权的企业，在经过相关测评

后，符合条件的也会逐步增加到名单

中来。 （本报记者 黄黔华）

“湄潭翠芽”品牌

不能乱用了

首批 16 家企业获得

授权使用该品牌

本报讯 来自省发改委消息，经国

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部门协同推进机

制各成员单位共同研究确定， 我省修

文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绥阳

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等 5 个项

目入选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创建名单。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 7 部委联合发

布《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创建名单》， 同意 110 个单位创

建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 我省修文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 绥阳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江口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龙里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西

秀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等 5 个

项目成功入选。

据悉，此次创建名单是在各地自

愿申报、省级推荐、第三方评审的基

础上，经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部门

协同推进机制各成员单位共同研究

确定的。 国家通知明确，各示范园创

建单位要进一步优化创建方案，完善

发展思路， 明确功能定位和创建范

围，创新产业融合模式，健全利益联

结机制，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依

法依规使用土地。

据介绍，此前，我省兴仁县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长顺县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 麻江县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等 3 个项目入选了首批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本报记者 杨林国）

国家第二批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公布

我省5个项目

入围创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