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 月 13 日，贵阳综合保

税区进口商品保税展示暨跨境电商

体验消费周活动火热持续中。在二号

馆的贵安综合保税区酒窖展区，贵安

携贵安综保区酒窖亮相贵阳综保区

跨境电商体验消费周，将进一步推动

贵阳贵安协同融合发展。

此次跨境电商体验消费周活动，

贵安综保区酒窖受邀参加，为消费者

带来了 1 万多瓶进口酒， 囊括了德

国、法国、澳大利亚等 8 个国家的 50

多款美酒。

“此次我们主要是面向广大的普

通消费者，主推中档型的酒类，平均

价格在 60 元左右，单品价格从 30 多

元到 100多元不等，其中卖得最好的

是 80到 90元这个价位的酒。 ” 贵安

综保区酒窖展区负责人陈贻介绍，目

前展区的销售情况十分可观，仅第一

天就卖了 700 多瓶酒，销售额达 9 万

元，“我们的预期销售目标为 30 万，

照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可以轻松实

现。 ” 陈贻说。

据了解，贵安综保区酒窖是贵安

综合保税区的重要精品项目，总建筑

面积 9999 平方米， 整个酒窖地上地

下各２层，包括接待大厅、酒文化展

示区、名庄区、保税仓储区、VIP 存储

区、餐饮区、酒会发布区等功能区域，

汇聚了来自海内外的诸多优质酒类

品牌。可同时接待 500至 1000人，有

二十多个国家的酒， 单品超过 1000

多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婷）

本报讯 1月 11日，记者从花溪

区获悉，天河潭奥特莱斯自 2019 年

12月 31 日开业以来，客流量已突破

12 万人次， 销售业绩突破 2036 万

元。

自开业以来， 天河潭奥特莱斯

推出了满减、抽奖、赠礼等各种优惠

促销活动， 为消费者们带来一大波

福利的同时， 还举办了风情万种的

旗袍秀、潮流酷炫的乐队表演、时尚

摩登的小儿春晚模特赛、 特色主题

巡游等精彩活动。

截至目前， 天河潭奥特莱斯已

引进 7家西南奥特莱斯首店、1 家西

南奥特莱斯旗舰店、4 家贵阳首店、

11家贵阳奥特莱斯首店和 5 家贵阳

奥特莱斯旗舰店， 为消费者带来更

具品质的潮流生活方式， 成为花溪

中高端消费的商业新名片。 其中，广

州酒家、Y3、FERRE、宝格丽香水等

为西南奥莱首店；PORTS、FILA、安

德玛为西南奥莱旗舰店；PRADA、

BONI、 乐星可茶为贵州首店 ；

GUCCI、Champion、 朗 姿 、NEXY.

CO、CNC� 等为贵阳奥莱首店；VI-

CUTU、LEE、BALABALA、斯凯奇为

贵阳奥莱旗舰店。 （詹燕）

本报讯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花溪区推出新春大庙会暨年货购物

节、传统民俗逛庙会等 “爽爽贵阳

浪漫花溪”欢乐购物季系列活动，营

造浓郁的年味，倾力打造 “爽爽贵

阳 · 消费天堂”城市消费品牌。

据悉，从今年元月起，花溪区举

办线上线下超级开仓节， 以中高端

消费需求为导向， 线下整合花溪区

大型商场、综合体、步行街的购物人

气活动为平台，以知名品牌、贵州名

优特产品为代表的超级优惠活动为

支撑，围绕名优产品，推出家电、百

货、地方特产等系列优惠促销活动，

并鼓励和支持商业街区的商场、超

市延长营业时间， 餐饮休闲街区的

餐馆、酒吧、休闲保健、咖啡、娱乐等

企业延长夜间营业时间， 满足消费

者对夜间消费的时间要求。

活动期间， 市民可在亨特公园

里、花溪万宜广场、国家 5A�级景区

青岩古镇、龙井村“黔货一条街” 购

买到传统的腊肉、香肠等年货以外，

还能选购巴旦木、夏威夷果、阿尔卑

斯糖、果脯蜜饯、山楂卷、芒果干等；

参与打糍粑、 打沙包、 猜灯谜等活

动；品尝卤猪蹄、玫瑰糖、洋芋粑等

各种美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花溪

区推出的“爽爽贵阳 · 浪漫花溪”

欢乐购物季系列活动， 不仅年味十

足，趣味性也很带劲。 其中，在花溪

万宜广场开展的 “金鼠添彩 · 万

宜献礼嘉年华活动”中，特别增设了

花溪购物中心首家卡丁车体验馆，

还可欣赏到芦笙表演、小丑表演、民

族舞蹈、 傩戏表演等一系列的春节

文娱活动。

龙井村“黔货一条街” 的年货

品类丰富多样， 有质优价廉的正宗

农家腊肉、香肠、腊排骨、血豆腐等

熏腊制品，有香甜的米酒、精美的香

包等绣品， 有地道的布依农家乐美

食。 市民还能在龙井村特别打造的

染坊 刺绣坊、织布坊、剪纸 簸箕画

(� 书法 )� 馆、布依族文化生态博物

馆等体验到浓浓的布依风情。

龙井村距离国家 5A�级景区青

岩古镇仅 1 公里， 自驾从贵阳市区

出发，大约 35�公里，途经花溪大道

或贵惠大道、花冠路，50 分钟即可到

达； 也可在贵阳火车站乘坐 203 路

公交车到龙井村站， 步行 800 多米

即可到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1.实施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分别不低于 18%和 30%。

2.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到 2022年和

2030 年， 成人肥胖增长率持续减

缓，5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分别

低于 7%和 5%。

3.实施全民健身行动。到 2022年和

2030 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

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分

别不少于 85%和 92.2%， 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4%及以上

和 45%及以上。

4. 实施控烟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

比例分别达到 30%及以上和 80%及

以上。

5.实施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年，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

平分别提升到 20%和 30%， 心理相

关疾病发生的上升趋势减缓。

6.实施“互联网 +医疗健康”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 居民电子健

康档案在线查询和规范使用率分别

达到 50%及以上和 80%及以上，基

层群众远程医疗就诊率分别达到

20%及以上和 40%及以上，“互联网

+ 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率分别达到

50%及以上和 100%。

7.实施健康环境促进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年，居民饮用水水质达标

情况明显改善，并持续改善。

8.实施妇幼健康促进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年，婴儿死亡率分别控制

在 7.5‰及以下和 5‰及以下，孕产

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 18/10 万及以

下和 12/10万及以下。

9. 实施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 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分别达到 50%

及以上和 60%及以上； 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力争每年降低 0.5 个百

分点以上和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

10. 实施职业健康保护行动。 到

2022年和 2030 年，接尘工龄不足 5

年的劳动者新发尘肺病报告例数占

年度报告总例数的比例实现明显下

降，并持续下降。

11. 实施山地紧急医学救援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 全省各级医

疗卫生机构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

报告率、报告及时率、处置及时率均

达到 100%，并持续保持；公民自救

互救知识和技能普及率分别达到

30%及以上和 50%及以上。

12． 实施老年健康促进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65 至 74 岁老年

人失能发生率有所下降，65岁及以上

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增速下降。

13. 实施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

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引导居民学习

掌握心肺复苏等自救互救知识技

能。 推进公共场所配备急救设施设

备。 对高危人群和患者开展健康生

活方式指导。 落实 35 岁以上人群

首诊测血压制度， 加强高血压、高

血糖、 血脂异常患者的规范管理。

提高院前急救、静脉溶栓、动脉取

栓等应急处置能力。 推动市、县二

甲以上综合医院建成胸痛中心，继

续推进医院卒中中心建设。 建立健

全死因监测和心脑血管事件报告

制度。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心脑

血 管 疾 病 死 亡 率 分 别 下 降 到

243.1/10 万及以下和 216.1/10 万

及以下。

14.实施癌症防治行动。 到 2022 年

和 2030年，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分

别不低于 43.3%和 46.6%。

15. 实施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

动。到 2022年和 2030年，70岁及以

下人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下

降到 9/10 万及以下和 8.1/10 万及

以下。

16.实施糖尿病防治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年，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

率分别达到 60%及以上和 70%及以

上。

17.实施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以乡（镇、街

道）为单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

苗接种率保持在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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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贵州行动”确定17项目标

本报讯 1 月 13 日，记者从贵州

省人民政府了解到，省人民政府决定

实施健康贵州行动，深入推进健康贵

州建设。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政府

办公厅近日印发 《健康贵州行动实

施方案》。

《方案》明确了健康贵州行动的

总体目标：到 2022年，健康促进政策

体系基本建立，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

步提高， 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广，重

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得到遏制，

重点传染病、严重精神障碍、地方病、

职业病得到有效防控，致残和死亡风

险逐步降低，重点人群健康状况显著

改善。

到 2030年， 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大幅提升， 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

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到有效控

制，因重大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

明显降低，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较

大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全国

平均水平，健康公平基本实现。

《方案》明确了实施健康贵州行

动的三大重点任务：全方位干预健康

影响因素， 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防

控重大疾病。

其中， 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

素，要开展实施健康知识普及、合理

膳食、全民健身、控烟、心理健康促

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 、健康环境

促进 7 项行动。 维护全生命周期健

康，要实施妇幼健康促进、中小学健

康促进、职业健康保护、山地紧急医

学救援、老年健康促进 5 项行动。 防

控重大疾病，具体要实施心脑血管疾

病防治、癌症防治、慢行呼吸系统疾

病防治、糖尿病防治、传染病及地方

病防控 5项行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相关链接

围绕名优产品，推出家电、百货、地方特产等系列优惠促销活动

花溪区推出年货购物节系列活动

龙井村购年货指南

天河潭奥特莱斯助力“跨年欢乐购”

自开业以来，推出了满减、抽奖、赠礼等优惠活动，为消费者送福利

贵阳综保区跨境电商体验消费周

贵安综合保税区酒窖带来50余款美酒

龙井村年货已经准备好了

包括“实施控烟行动、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癌症防治行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