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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新闻战线的同志们：

在全省新闻宣传思想战线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之际，我们迎来了第十九个中国记

者节。 谨向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致

以节日的祝贺！ 向为贵州新闻舆论

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老新闻工作

者和长期关心、支持贵州新闻舆论

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笔触与发展同步， 话筒与人民

同声，镜头与时代同行，网络与社

会同向。 一年来，全省广大新闻工

作者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工作大局，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

向，牢记职责使命，打好了一系列

重大宣传战役，精心策划了一系列

重大主题、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

大典型的宣传报道，特别是深入做

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篇

章新作为”“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

时代———庆祝改革开放 40年”“脱

贫攻坚春风行动、夏秋攻势” 以及

2018 全国两会、省两会、数博会、生

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等重大主题

宣传，全方位、深层次报道全省干

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大力培育和弘扬新时代贵州

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

践，不断激励全省干部群众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广大新

闻工作者努力践行 “走转改” 精

神，深入开展系列蹲点调研采访报

道， 采写出大量富有时代气息、富

有现场感，语言清新朴实、生动鲜

活的报道， 推出了一大批有思想、

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用自

己的热情、勤奋、敬业，展示了贵州

新闻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实践充分证明，我省新闻舆论队伍

是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

优良的队伍，是省委和全省人民信

赖的队伍！

紧扣时代脉搏，勇立时代潮头

是新闻工作者最鲜明的特征。 希望

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全省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自

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不断

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传递

党和政府声音、 通达社情民意、服

务人民群众、讴歌时代变化、创作

优秀作品、壮大自身实力，进一步

鼓舞全省干部群众抢抓机遇、锐意

进取、苦干实干，为开创百姓富生

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祝同志们节日愉快， 工作顺

利，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

贵州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贵州省新闻学会

2018年 11月 8日

致全省广大

新闻工作者的慰问信

本报讯 11月 7日，中国报业发

展四十周年深圳峰会在鹏城举行。

经中宣部批准，会议对人民日报社、

光明日报社、南方日报、文汇报社等

全国 120家“改革开放四十年·报业

经营管理先进单位” 和人民日报社

原副社长何崇元等 84名“改革开放

四十年·报业经营管理先进个人”

进行了表彰。 其中贵阳日报传媒集

团获得 “改革开放四十年·报业经

营管理先进单位” 的荣誉，贵阳日

报传媒集团党委书记、 社长戴建伟

获得 “改革开放四十年·报业经营

管理先进个人”的荣誉。

在当天的峰会上，中国报业协

会发布了《四十年再出发·中国报

业融合发展深圳宣言》， 宣读了

《中国报业协会关于通报表扬“改

革开放四十年·报业经营管理先进

单位、先进个人” 的决定》，并进行

了表彰。 来自中央、 各省市区的

160 余家单位的 260 名报业同仁在

会上共同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报业发展历程，深入交流了探索

新时代报业发展的经验和思路，共

同谋划了中国报业创新发展的新

路径。

中国报业协会理事长、 人民日

报社原副社长张建星在会上指出，

中国报业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参与者和受益者， 是思想理论新格

局的重要一环。 在中国报协成立 30

周年之际， 我们要积极应对报业的

革命与挑战， 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坚定不移地推动媒

体深入融合， 坚定不移地弘扬改革

创新的时代精神， 不断谱写新时代

中国报业新篇章。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副

主席范以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

学院院长张志安等在会上分别作了

题为“中国传媒改革四十年” 、“从

历史看未来， 报业如何助力改革开

放” 的主题演讲；重庆报业集团等

进行了经验分享。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肇始于

1980 年创刊的《贵阳晚报》，38 年

来，在几代报人所付出的心血与努

力下，见证了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的进程，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取得了

辉煌的成就，成为在全国具有影响

力的传媒品牌和传媒集团。 随着国

家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

发展战略的实施，贵阳日报传媒集

团又以崭新的姿态和与时俱进的

勇气投入传媒发展大潮，在媒体融

合和转型发展上迈出了坚实的步

伐，2015 年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评为 “全国数字化转型示范单

位” ，2018 年又被中国报业协会授

予“中国报业媒体融合创新单位”

荣誉称号。

（罗建三 庭静）

中国报业发展四十周年深圳峰会举行———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获两项荣誉

获评“改革开放四十年·报业经营管理先进单位” 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报业经营管理先进个人”

本报讯 2016 年 2 月 25 日，国

家发改委、工信部、中央网信办批复

贵州建设第一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两年多来，贵州把综合试验区

建设与大数据战略行动统筹推进，

扎实开展数据开放共享、 大数据制

度创新等七项系统性试验， 总体上

看，“实验田”环境正在加快形成。

如今， 贵安新区将大数据与实

体经济融合，强势助推优质农产品出

山。入秋以来，可以看到一辆辆农产品

配送专车来往于贵安新区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园， 这些车辆来来往往绿通惠

农大数据有限公司贵安仓储中心，满

载农产品前往市场。 而在仓库内的大

屏幕上，“贵州农产品产销大数据平

台” 实时显示着农产品价格、销量排

行、客户采购率等数据。从田间地头到

餐桌上中间 11个环节的数据，可以为

种植户和采购方提供供需信息匹

配、后台管理分析等服务。

而社会信用体系与大数据融合

方面，贵州勇于创新。 今年 9 月，贵

州省在 2018 年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和信用门户网站建设观摩评比

中荣获省级组第四名。 评审专家一

致认为，贵州省运用“一网一刊一

平台” 将诚信建设万里行活动开展

得有声有色， 尤其是在信用信息平

台中应用云技术和区块链技术，建

设身份链，使数据准确、透明、可追

溯，在全国属于首创。

当下，大数据日益成为科技进步

于信息化发展的核心方向，以数字经

济为引领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引发

深刻变革。放眼贵阳，“中国数谷”正

在创新中崛起。（本报记者 陈玲）

本报讯 11月 7日，贵阳市残联

发布消息，11 月 12 日至 11 月 30

日，将开展贵阳市残疾人 2019 年度

免费公交乘车卡充值和办理工作，

过期不予补办。

贵阳市残联组联部介绍， 已有

免费乘车卡的残疾人，主要是充值；

符合条件且尚未办卡的，可持《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等相关证件

材料办理。

办理范围和对象是： 贵阳市云

岩区、南明区、观山湖区、乌当区、白

云区、 花溪区等 6 城区户籍的持证

残疾人。 长期居住在贵阳 6 城区的

贵阳“一市三县”（清镇市、开阳县、

修文县、息烽县）和非贵阳市户籍的

持证残疾人， 需持 《残疾人证》和

《贵阳市居住证》 办理； 尚未办理

《贵阳市居住证》 或该证仍在办理

当中的， 可持居住地居委会证明或

所在单位证明替代。

贵阳市残联组联部负责人说，

所有充值或办卡的残疾人， 请根据

上述办理范围和对象的具体情况，

持本人身份证、《残疾人证》等证件

资料前往居住地所在居委会或社区

服务中心登记办理， 截止时间为本

月 30日。 （本报记者 曾秦）

相关咨询电话为：

贵阳市公交集团 85975531；贵

阳市残联 85849844； 南明区残联

85862743；云岩区残联 86856744；

白云区残联 84603829；花溪区残联

83150572；乌当区残联 86840481；

观山湖区残联 84854277；清镇市残

联 82524806； 开 阳 县 残 联

87229611；修文县残联 82370107；

息烽县残联 87725540。

本报讯 来自省科技厅的消息，

今年前三季度 ， 全省专利申请

33351 件，同比增长 36.7

%

；专利授

权 14962 件，同比增长 70.6

%

；有效

发明专利 9801件。

今年，针对全省专利质量不高、

专利工作基础薄弱等问题， 省科技

厅（省知识产权局）修改印发《贵州

省专利资助管理办法》，对发明专利

给予重点支持。

同时， 对 2017 年和 2018 年列

入培育的 40 家知识产权优势培育

企业进行专题培训， 有效提升企业

知识产权工作能力和水平。

此外，支持 93 家企业开展《企

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支持资

金 930 万元， 全省累计认证企业已

达 206 家，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基础进一步夯实。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本报讯 昨晚，著名指挥家、贵阳

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张国勇和德国德

绍歌剧院终身首席马慧，与筑城的古

典音乐爱好者欢聚一堂 --由贵阳交

响乐团联手贵阳晚报举办的首期《音

乐讲座》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开班。

昨晚的贵阳大剧院音乐厅座无虚

席， 张国勇老师向乐迷们讲述了欧洲

交响乐史、 介绍了中提琴知识以及霍

夫迈斯特的《D大调中提琴协奏曲》

等著名乐曲， 身为德国德绍歌剧院中

提琴首席的马慧， 则通过现场演奏让

大家感受中提琴独特而丰富的音色。

《音乐讲座》由贵阳交响乐团

《乐迷俱乐部》延伸而来。在贵阳交

响乐团音乐总监张国勇的精心策划

下，《乐迷俱乐部》 于去年 9 月开

办，每月定期举办，邀请不同风格、

不同流派的指挥家和独奏家， 与古

典音乐爱好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使从未接触过古典音乐的观众学会

欣赏古典音乐， 让乐迷们更加深入

地了解古典音乐。

讲座结束后， 贵阳交响乐团副

团长盛文强表示：“今后我们将与贵

阳晚报精心策划《音乐讲座》，推出

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 共同把它打

造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一扇窗口。”

据悉，本周五晚上，马慧将与著

名指挥张国勇合作， 在贵阳大剧院

音乐厅向筑城观众献上一场名为

《德奥情怀》的音乐盛宴，届时将能

欣赏到理查·施特劳斯的 《唐璜》、

霍夫迈斯特的 《D 大调中提琴协奏

曲》、舒曼《d 小调第四交响曲》等

音乐名篇。 （实习记者 董容语）

《音乐讲座》带你走上“美的旅途”

贵州前三季度专利申请超3万件

行进贵州

贵州大数据战略升级

大数据“实验田”

加快形成

本月 12 日至 30 日———

贵阳持证残疾人

免费充值乘车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