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 2020 年

全省应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

悉，2019 年全省应急管理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在 2020 年和今后一个时

期，贵州将全力防控重大安全风险，

奋力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 努力把贵州建设成全国最平安

的省份之一。

据统计，2019年，全省生产安全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9.1%和 14.5%，大部分地区和行业领

域安全生产形势有所好转。 自然灾

害因灾死亡失踪人数、 农作物绝收

面积、倒塌房屋数量、直接经济损失

较前 5 年均值分别减少 7%、121%、

66%、129%。

2020年，贵州将着力防风险、保

稳定、建制度、强基础、补短板，大力

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确保

防范应对灾害事故更加有力有序有

效，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圆

满收官创造良好安全环境。同时，坚

定不移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全

面关停 30 万吨 / 年以下煤矿，坚决

淘汰退出落后产能； 加快建立煤矿

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扎实推进

煤矿“一优三减” ，确保 2020 年底

全省生产煤矿采煤机械化率达

96%，辅助系统智能化、信息化服务

管理和监控覆盖率均达到 100%。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虹飞）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贵州

省市场监管局获悉，经国家知识

产权局批准，我省成为全国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核

准改革试点单位。 这意味着，在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

间，我省企业申请使用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不用再向国

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经省市场监

管局（省知识产权局）核准即可

使用。

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完成

后， 由原国家质检总局和原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行使的原

产地地理标志产品和地理标志

商标审批职责全部划入新成立

的国家知识产权局。 为落实国

务院“放管服” 改革要求、推进

简政放权， 切实提高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和管理能力， 解决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审批周期长的

问题， 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在

地理标志领域进行改革， 将地

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核准

权下放到专用标志使用需求旺

盛的省份。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地理标志是与“三农” 联

系最为密切的知识产权，既能直

接促进农民增收、产业结构调整

和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切实推动

精准扶贫，又能促进贫困地区实

现可持续发展，对我省决胜脱贫

攻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9

年以来，我省进一步深化农村产

业革命，加大对蔬菜、茶、食用

菌、中药材等 12个特色产业的品

牌培育和保护，截至目前，全省

已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46 件，

被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的企业共 241 家，专用标志使用

申请量更是大幅增长，2019 年申

请量是 2018年的 2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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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州

省市场监管局获悉， 国家知识

产权局新批准一批予以驰名商

标扩大保护的注册商标， 我省

“都匀毛尖” 入选。 至此，我省

获驰名商标扩大保护的注册商

标达到 64 件,涵盖我省名优烟

酒、特色食品、优质农产品等多

个领域。

“都匀毛尖” 是我省知名品

牌，1982 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名

茶” ，2010 年获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2011 年以来获国家商务部

“中华老字号” 称号、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农产品地理标

志” 、“贵州五大名片” 、“贵州

省十佳著名商标” 等诸多荣誉。

近年来，在当地党委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的支持下，在商标所有

权人的努力下，通过开展品牌建

设、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标准化

体系建设等工作，黔南州已发展

茶园面积 161 万亩，其中投产茶

园面积 74.23 万亩， 从业人员

93 万人，总产值 42.59 亿元，综

合产值达 74.47 亿元，成为黔南

州脱贫攻坚的有力抓手。“都匀

毛尖” 品牌价值也达到 25.67

亿元。

“都匀毛尖” 商标获得驰名

商标保护， 将进一步加强我省优

质茶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高效解决产品在流通环节的商标

侵权问题，为我省优质茶产品“走

出去”提供支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都匀毛尖” 获得驰名商标保护

贵州驰名商标 又添新成员

专用标志使用 省知识产权局核准即可

我省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核准改革试点

本报讯 1 月 14 日， 政协第十

二届贵州省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贵阳市开幕。1月 13日，500余名省

政协委员陆续报到，目前，省政协

委员已提交首批 251件提案。

报到现场，省政协委员们个个

神采飞扬、激情满怀。 在报到处签

到登记、 领取会议证件和材料后，

委员们顾不上休息就开始整理和

熟悉会议材料。 “你准备提交什么

提案?”“去年的提案办理得怎么

样呢?” 委员们不约而同地相互交

流起来。 当天，不少省政协委员交

上一件件符合贵州实际、关乎贵州

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提案。 据统计，

截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下午 6 时

30 分共收到提案 251 件，其中党派

提案 140 件，界别提案 27 件，专委

会提案 7 件，委员 77 件。 经济建设

97 件， 政治建设 12 件， 文化建设

16 件，社会建设 116 件，生态文明

10 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谢孟航 岳欢）

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今日开幕

政协委员已提交251件提案

本报讯 1 月 12 日，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赵德明赴清镇市王庄乡小

坡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看望困难

群众和基层党员干部，向全市奋战在

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表示慰问。

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脱贫攻坚

的重大政治责任，确保按时高质量打

赢脱贫攻坚战，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

合格答卷。

市委常委、副市长孙志明，市委

常委、市委秘书长刘本立参加。

来到贵州乡愁水业有限公司，赵

德明听取清镇市脱贫攻坚工作汇报，

详细了解脱贫举措、成效和下步工作

重点，指出要紧盯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进一步查漏补缺，构建

更加牢靠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持续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走进企业生产车

间，赵德明察看产品展示、设备设施、

生产流程， 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

了解企业生产销售和利益联结情况，

叮嘱企业放眼长远发展，创新产品包

装和销售模式，把“质量” 和“安全”

放在首位，为老百姓提供“良心水” 、

“放心水” ， 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

展，带动更多群众脱贫致富。

春节临近，赵德明先后慰问了困

难群众余绍伦、 生活困难老党员苏兴

华和离任村干部王明贵， 向他们表示

新春祝福。赵德明与他们亲切交谈，关

切询问生产生活、家庭收入、医疗保障

和身体状况等，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鼓

励他们奋斗出一番新天地， 祝他们生

活越来越美好。 来到小坡村群众服务

中心， 赵德明与脱贫攻坚一线干部一

一握手，对他们的工作成绩表示肯定，

指出基层工作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

富，驻村扶贫是锻炼干部的舞台，希望

大家继续发挥优势， 更加用心用情用

力工作，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在脱贫攻

坚战场更好实现人生价值。

调研走访中， 赵德明强调，2020

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脱贫

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全市上下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决按照中央和省的决

策部署，认真开展“回头看” ，采取更

有针对性、更加有力的措施，把短板

补得再扎实一些，把基础打得再牢靠

一些，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要认真谋划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战略有效衔接，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

命， 扎实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保留好乡村的独特风貌与乡愁记

忆，不断提升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

服务水平，让乡亲们过上更加幸福美

好的生活。

清镇市、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德明在清镇市调研脱贫攻坚并走访慰问一线干部群众时强调：

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新闻速递

昨日，记者在北京西路世纪城

恒辉农贸市场出口附近看到一排

颜色鲜艳的新型智能环保公厕已

经投入使用，有效解决了市民“如

厕难” 的问题，提高市民的生活体

验感和幸福感。 洗手盆，整装镜，自

动照明、排风、除臭系统等一应俱

全，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智能环保

公厕的温馨体贴。

据了解，观山湖区环境卫生管

理所从去年 11月以来，引进了 4 台

占地面积小、 外观标识整齐统一、

简洁美观的“高颜值” 新型智能环

保公厕， 用以解决厕所选址难、安

置难等问题。 每个公厕的面积在

15-25 平方米， 设 4 至 8 个独立卫

生间和 1 个保洁员管理间，并配备

一名保洁工人，全天不间断地对公

厕进行清洗保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雄增

观山湖区引进新型智能环保公厕

本报讯 1 月 13 日来自省科技

厅的消息，我省发布 2019 年度基础

研究计划（软科学）项目立项清单，

共有 33个项目入围。

据悉，经 2019 年省科技厅相关

会议审议并公示， 我省共有贵州省

分类推进脱贫攻坚的差异性对策研

究、 贵州建设特色科技强省的政策

研究、 独角兽企业融资方式研究等

33 个项目， 入围 2019 年度基础研

究计划（软科学）项目立项清单，经

费达到 430万元。

目前，33 个项目情况已发布在

省科技厅官网， 具体项目社会各界

可自行查看。 （杨林国）

33个项目入围

经费达430万元

我省发布2019年度

软科学项目立项清单

生产安全事故起数

同比下降9.1%

全省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