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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8 日，“2017 第三

届中国避暑旅游产业峰会” 在安顺

市举行，贵阳市、安顺市获“中国最

佳避暑旅游城市”称号，其中贵阳市

连续三届获得。

由中国旅游研究院、 中国气象

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主办， 安顺市

政府承办的此次峰会， 公布了 2017

年避暑旅游上榜城市名单、 最佳避

暑旅游城市、避暑旅游城市观测点、

中国最具潜力避暑旅游城市名单。

据悉，本届峰会以“共享经济推

动避暑旅游经济健康发展”为主题，

旨在与旅游业界的领导和专家共同

探讨如何以共享经济理念和模式破

解旅游城市淡旺季资源配置失衡等

问题，促进避暑旅游健康持续发展。

来自全国各地旅游部门、 气象部门

领导， 旅游投资企业、 运营商以及

OTA企业代表等出席峰会。

根据过去 5 年对避暑旅游城市

相关计算结果， 结合城市避署旅游

发展市场情况和品牌影响力， 综合

考虑地方政府发展避暑旅游的积极

性、 已经采取的发展措施和未来的

发展规划，会上评定，贵阳、安顺以

及昆明、长春、烟台成为 2017 年“最

佳避暑旅游城市” ， 这是贵阳市继

2015 年度、2016 年度后， 连续第三

次斩获此殊荣。 此外，六盘水、鄂尔

多斯、中卫、凉山州、神农架被评为

“避暑旅游城市观测点” 。

本届峰会还发布了《2017 年中

国城市避暑旅游发展报告》，报告指

出，2017 年度避暑旅游市场出游居

民基本呈现高出游意愿、 家庭自驾

游增多、花费预算提升等特征，避暑

旅游目的地综合评价指数排名前 20

名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南地区，其中

贵阳、安顺、大理等城市上榜，成为

游客“最向往的避暑旅游目的地” 。

今年， 贵州避暑旅游供给较为

充分，其中，贵阳以“春赏花”“夏避

暑”“秋多彩”“冬温泉” 为四季主

题，推出 22 条团队游、自驾游以及

自助游等特色精品线路， 并梳理出

休闲度假、集散服务、风情小镇、美

丽乡村、精品酒店等新业态。

当天下午， 峰会还举办了避暑

旅游发展论坛，旅游界专家学者、行

业领军人物等嘉宾分别从“妥善处

理淡旺季关系与避暑旅游发展” 、

“避暑旅游 + 产业融合发展” 和

“共享经济避暑旅游发展” 三个主

题对避暑旅游进行深入地分析和探

讨，为避暑旅游发展出谋划策。

（本报记者 陈问菩）

本报讯 今年 3 月 1 日起 ，

“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 在花

溪区、经开区试运行以来，共办理

刑事案件 217 起 262 人，因证据不

足退回补充侦查率仅为 2.3%，同

比下降 25.7%；因证据不足不批准

逮捕率同比下降 28.8%。 办案时间

平均缩短 30%； 服判率同比上升

8.6%；因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的

案件“零发生” 。

据贵阳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 以前由于缺乏统一适用

的证据标准， 侦查终结和提起公

诉的办案标准没有以审判程序的

法定定案标准为指南， 在具体办

案过程中导致公安认为案件板上

钉钉了，检察院说证据不行，检察

院认为事实清楚了， 法院说证据

不充分等问题出现， 影响办案质

效和司法公信力。

为破解难题，贵阳市委政法委

充分发挥大数据在贵阳的先发优

势，开发建设了“贵阳政法大数据

办案系统” ，从近 3 年来六类案件

中因证据瑕疵造成的不捕、 不诉、

退侦、发回重审、改判、轻判或无罪

判决等案件进行分析，从中找出容

易出问题的环节、容易漏失的证据

等， 有针对性地制定操作性强、统

一适用的批准逮捕和移送审查起

诉证据指引，制定统一适用的证据

指引，花溪区、经开区实现公检法

“一把尺子”办案。

该办案系统分为公安、 检察

院、法院 3 个业务部分模块，每个

模块都设定了完整的责任流转条

件，如果没有完成该环节应该具备

的条件，则该案件无法流转到下一

个环节，平台也会自动推送给具体

办案人员，限期补充完善通过上述

流程的设定。

花溪区法院应用该办案系统

后，与去年同期相比案件审理体现

了“两升两降” 变化，即结案率和

服判率上升，结案率 93.52%同比上

升 18.06 个百分点，服判率 85.12%

同比上升 2.19 个百分点； 上诉率

和审理周期下降，上诉率 14.85%同

比下降 2.22 个百分点， 审理周期

12.34 天同比缩短 2.29 天，审判质

量及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贵阳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

认为，“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

统” 倒逼公安机关在证据规格和

标准上把“破案” 与“庭审” 的要

求结合起来， 依法规范地收集、固

定、保存、移送证据；检察机关有效

发挥对案件侦查的引导，从应对法

庭调查，质证和辩护人挑战的角度

有针对性地引导侦查人员搜集、固

定和提取证据；法院充分发挥审判

对侦查、起诉环节的制约和引导作

用，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

件进入审判程序，最大限度减少错

捕错诉和错判案件的发生。

（本报记者 罗付伟）

本报讯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日前下发通知，即日起至 8 月

30 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建设领域

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

资支付情况排查工作，一旦发现拖

欠农民工工资的， 将依法予以处

理，并作不良行为记录录入企业信

用库。

据介绍， 此次排查清理的范围

为我省所有在建及近两年来竣工的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 具体将

排查建设单位按合同支付工程款情

况，工程项目劳务分包、劳动用工管

理、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各级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清理工程建设领

域保证金工作开展情况等。

7 月 20 日前，各在建项目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企业针对

排查内容进行全面自查；各县（市、

区、特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对辖区所有在建及竣工项目拖欠情

况进行全覆盖检查。

8 月 31 日前，各市（州）、贵安

新区、仁怀市、威宁县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组织对本辖区内项目开展

专项检查。排查工作期间，省住建厅

将派出督查组，采取“双随机”的方

式对我省在建工程项目及各级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进行督查。

省住建厅要求， 对存在拖欠工

程款或农民工工资支付不及时的项

目，按照“谁欠款、谁偿还”的原则，

督促建设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及时、

足额支付； 对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项目，按照“总包负总责” 和“谁用

工、谁负责” 的原则，落实建设单

位、建筑施工企业的主体责任。

排查工作结束后， 省住建厅将

集中处理一批存在拖欠及其他违法

违规行为的责任主体， 依法予以处

理， 并作不良行为记录录入建筑业

监管和公共服务平台企业信用库，

并向全社会公布。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7 月 8 日，贵阳市干部

读书会举行第六期读书活动，围绕

“知行合一” 主题，40 余位书友齐

聚一堂，畅谈阅读《阳明学述要》等

书、学习“阳明心学”的心得感悟。

市委副书记、 市长刘文新，市

委副书记李岳德，市政协副主席杜

正军出席。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

部长兰义彤分享。 市委常委、副市

长杨赤忠主持。

作为主讲人，贵阳学院阳明学

与黔学研究院副院长陆永胜以《实

学精神与时代意识———略论王阳

明的“知行合一” 》为题，从历史上

的知与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

“知行合一” 与时代生活、践行“知

行合一” 的局限性四个方面，立足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知行

合一” 的内涵、时代意识和价值进

行诠释。

长年研学阳明学的贵阳学院阳

明学与黔学研究院院长赵平略作为

特邀嘉宾，分享了自己的所学感悟，

他认为阳明学的核心是做人问题，

要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不要什么、

怎么做好，做人不是为了名、利、长

生，而是要健康活着、赢得尊重，要

有担当，把握机会，立足自己的岗位

做有意义的事，实现自己的价值，促

进社会和谐发展。书友代表陈本荣、

张永健、韩禄、罗守杰也结合自身感

悟、工作实际分享了学习心得。

在与各位嘉宾和书友交流时，

兰义彤说， 自今年 2月读书会启动

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六期读书活

动，不仅内容丰富，涵盖历史、人文、

科技、中外经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当下新领域的新知识等，而且

形式灵活，书友们幽默、诙谐、智慧

地互动、分享精神食粮，让知识润物

无声，得到省市各方面的肯定和支

持，像一颗火种不断释放着能量，希

望书友们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氛围，

积极参与进来、一起交流、相互学

习。作为阳明心学的发源地，贵州贵

阳在践行阳明心学走在了前列，全

体书友特别是领导干部书友要发扬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

精神、“知行合一、协力争先” 的贵

阳城市精神，把读书会越办越好，把

贵阳建设成为阳明心学的践行宝

地。 （本报记者 樊成琼）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阳市两

湖一库管理局了解到， 为保护贵阳

市民的水缸， 目前红枫湖和百花湖

用上了大数据监管平台， 阿哈水库

也将纳入监管。

记者在两湖一库管理局看到，

该大数据平台在电脑屏上显示，设

有水质监管平台、执法监管平台、项

目管理、公文收发等功能，平台有自

己的 APP，执法人员可以在 APP 上

随时对水质情况进行查看。

“平台运行每 4 小时更新一次

数据，监测水源地 cod、总磷、浑浊

度等 8个指标，且数据长期保存，随

时调控， 一旦监测出现数字异常问

题，会有自动报警系统进行提醒。 ”

两湖一库管理局的工作作人员告诉

记者，接到报警后，相关执法人员会

立即去到现场，查看和处理问题。

同时， 执法人员可以通过平台

随时监控危险源、风险源、污染源，

执法人员随时拍照记录上传， 实时

把握周边水污染治理情况。

（本报记者 杨林国）

贵阳市干部读书会举行第六期读书活动———

40余位书友 畅谈“阳明心学”

我省开展建设领域相关排查工作———

拖欠农民工工资 将进“黑名单”

“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 试运行以来———

大数据监控

保护“三口水缸”

贵阳安顺获评

最佳避暑旅游城市

“2017 第三届中国避

暑旅游产业峰会” 举行：

花溪经开两地 办案时间缩短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