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贵州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

本报讯 昨日， 贵阳市委副书

记、 市长陈晏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

会议， 听取国庆节期间全市有关工

作情况汇报， 传达学习全国秋冬季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 第十四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等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

秋冬季森林防火、旅游扶贫、背街小

巷综合整治等工作。

市领导徐昊、陈小刚、王嶒、魏

定梅、唐兴伦、刘晓萍，市政府秘书

长许俊松参加。

会议指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 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做好国庆期间各项工作的安排部

署，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

了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确保市民

群众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守初心、担使命，

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毫不放松地抓

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应急值守等

工作， 以良好的社会环境迎接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深入分

析当前经济运行形势，集中精力抓

好三季度收尾、全力以赴做好四季

度冲刺，确保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 要坚决有力抓调

度，聚焦突出问题，强化精准施策，

补缺口还欠账，全力保质量、保速

度、保位次、作贡献。 要坚决有力抓

投资，加快项目建设，做实项目支

撑，确保形成更多有效投资。 要坚

决有力抓工业， 推进工业招商，强

化企业服务， 促进企业提速增效，

为工业增长提供支撑。 要坚决有力

抓消费，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企业

挖掘消费潜力、提振消费市场。 要

坚决有力抓增收，既要不折不扣落

实好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做到“应

减尽减、 应免尽免” ； 又要依法征

税，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要严格

依法抓统计，确保应报尽报、应统

尽统，客观准确反映我市经济运行

情况。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全

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把森林防火工作

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在思想认识上

高度重视、 防控能力上全面提升、

防灭火体系上协同高效，织牢编密

防灭火责任网，全力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 要

认真贯彻落实第十四届贵州旅游

产业发展大会和全省旅游扶贫工

作推进会精神，乘势而上、全面发

力，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

抓手， 促进文旅农商融合发展，大

力推进旅游扶贫，助力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

会议要求， 要将背街小巷综合

整治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的重要

内容，全面开展排查摸底，坚决整治

突出问题，同步建立长效机制，不断

提升城市颜值和品质。

各区（市、县、开发区），市直有

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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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听取国庆节期间全市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经济运行、秋冬季森林防火、旅游扶贫等工作

本报讯 日前召开的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贵州

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

首次提审， 标志我省在立法保障公

共文化服务发展方面迈出重要一

步。

《条例（草案）》明确，公共文

化服务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

建共享原则， 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

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针

对公共文化建设不足问题， 细化落

实上位法的规定， 明确了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基本

类型。

为主动服务我省大扶贫战略，

《条例（草案）规定，在移民搬迁安

置点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套建

设或者改建、 扩建公共文化设施：

“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移民

搬迁安置点，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套建设或者改建、 扩建公共文

化设施。 配套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

应当与居民住宅区、 移民搬迁安置

点的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 ”

根据《条例（草案）》，公共文

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根据公共文化

设施的功能、特点，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向公众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推行

错时、延时开放。 公共文化设施开放

收取费用的， 应当每月定期向中小

学生免费开放。

根据《条例（草案）》，市（州）

应当建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美术馆、科技馆、体育场馆、文化

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老年人活动中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传习场所、 广播电视播出传输

覆盖设施等公共文化设施。

县（市、区、特区）应当建有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体育场馆、公共

阅报栏（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

盖设施等公共文化设施。

乡镇、 街道应当依托文化站等

建设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

家（职工）书屋、文化广场，并建有

体育健身、 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

设施等公共文化设施。

在村、社区整合文化活动室、职

工书屋、农家书屋等资源，建设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并建有体育

健身、 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

等公共文化设施。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县 （市、

区、特区）、乡镇、街道建设博物馆、

美术馆、科技馆、民族传统体育场

所、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习场

所、乡愁文化展示场所等公共文化

设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新闻速递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贵州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全省有效发明专利

11032件。

按发明人类型划分， 职务发明

专利 10442件，非职务发明专利 590

件；职务发明中企业 8321 件，占全

省职务发明专利 79.7%； 大专院校

1289 件 ， 占全省职务发明专利

12.3%；科研机构 660 件，占全省职

务发明专利 6.3%；机关团体 172 件，

占全省职务发明专利 1.6%。 按地域

划分，最多是贵阳市 6644 件，占全

省 60.2%，其次是遵义市 1829 件，占

全省 16.6%， 第三是安顺市 655 件，

占全省 5.9%。

按国民经济行业 （门类）划

分，制造业 9708 件，占全省有效发

明专利 88.0% ；农 、林 、牧 、渔业

857 件 ， 占全省有效发明专利

7.8%；采矿业 382 件，占全省有效

发明专利 3.5%；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56 件，占全省有

效发明专利 0.5%； 建筑业 21 件，

占全省有效发明专利 0.2%；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8 件，占全省

有效发明专利 0.1%。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全省有效发明专利

已达11032件

贵州计划招录

328名硕士生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教育部公

布了 2020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

人才招生计划， 安排博士研究生招

生计划 1000 人、硕士研究生招生计

划 4000 人。 其中， 贵州计划招录

328名硕士研究生。

根据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2020 年继续实施少

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招生

对象为：

1、 生源地在内蒙古、 广西、西

藏、青海、宁夏、新疆（含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少数民族考生，以及

在上述地区工作满 3 年以上， 报名

时仍在当地工作的汉族考生。

2、生源地在海南、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的少数民族

考生，以及河北、辽宁、吉林、黑龙

江、湖北、湖南（含张家界市享受西

部政策的一县两区）等 6 个省的民

族自治地方和边境县（市）的少数

民族考生。 以及在上述地区国务院

公布的民族自治地方工作满 3 年以

上， 报名时仍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

的汉族考生。

3、在内地西藏班、新疆班承担

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 在西藏

工作且满 5 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

定向西藏就业计划”毕业生。

据悉， 报考骨干计划硕士研究

生的考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实行“自愿报考、统一考试、

单独划线、择优录取” ，由教育部统

一确定考生进入复试的基本成绩要

求。 报考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的考

生参加招生单位博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并择优录取。 被录取考生需与招

生单位、 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或（及）所在单位签订三方（或四

方）定向协议书。 被录取在职考生

入学不迁转户口。

2020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

干人才招生计划分配表出炉

“照顾老年人” 列出30项重点任务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民政厅等

15 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制定和实

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实施意

见》，提出 30项重点任务。

截至 2018 年底， 我省 6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达 578.88 万人，占常

住人口总数的 16.08%。预计到 2020

年，我省老年人口将超过 600 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 18%左右。 老年人

口的快速增长和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加重，使老年人在生活照料、医疗

护理、精神文化、心理疏导、紧急救

援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

《实施意见》要求，各地要整合

服务资源，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

方式，提升服务质量，有序开展老年

人照顾服务，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切实提高老年人的获得感，

促进社会文明、 家庭和谐、 老人幸

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重点内容点击

●做好城镇（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

算， 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跨

省异地就医、 住院医疗费用

直接结算提供便利。

●完善特殊困难群体和

重点优抚对象中的老年人购

买意外伤害险相关政策，鼓

励保险公司优化和开发意外

伤害保险产品， 加大保险缴

费优惠力度。 发展与长期护

理保险相衔接的商业护理保

险，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长

期护理保障需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逐

步建立 80 周岁（含）以上

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并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适时

调整津贴标准。 逐步建立健

全经济困难、失能半失能老

年人补贴制度。 运用互联网

和生物识别技术，探索建立

老年人补贴远程申报审核

机制。

●乡镇（街道）和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建立健全分

散供养的特困供养人员、高

龄独居老年人联系人制度，

公示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

式， 为特殊困难老年人及时

提供帮助和救助。

●帮助符合条件的老

年人参加城镇（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 实现应保尽

保。

●农村敬老院在保障

集中供养对象需求的前提

下， 应充分利用闲置资源，

采取无偿或低收费的方式，

优先向经济困难的失能、半

失能农村留守老年人提供

照料服务，并根据情况适度

向农村老年人开放。

●推进城乡居家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逐步建立和

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鼓励相关职业院校、

技工院校和培训机构每年

面向老年人及其亲属开设

一定学时的老年人护理、保

健课程或开展专项技能培

训，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享

受职业培训补贴；支持相关

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和培训

机构增设养老护理专业，培

养老年人护理、照料技能人

才。 推进职业院校（含技工

学校） 养老服务实训基地

建设。按规定落实学生资助

政策。

●全面落实老年人凭

有效证件免费优先进入政

府投资的旅游景区、公园、

动物园、植物园、纪念馆、

科技馆、文化馆、图书馆、

美术馆、博物馆、体育场馆

等场所，80 周岁（含）以上

老年人可以有 1 名陪护人

员免费进入。 鼓励非政府

投资的相关场所对老年人

实行减免费用。

我省15个部门联合下发相关实施意见

公共文化服务 将有法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