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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贵州省卫

生健康委获悉，我省在短期内实现公

立医疗机构使用全国短缺药品信息

直报系统全覆盖，建立起省、市、县、

乡四级短缺药品监测预警， 以及省、

市、县三级应对处置体系。 我省公立

医疗机构使用全国短缺药品信息直

报系统，从今年 1 月底的 1 家，迅速

增加到 4月的 1848家，居全国前列。

据介绍，机构改革后，药品供

应保障工作涉及多个部门的职能

职责，省卫生健康委主要职责是贯

彻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国家药

物政策和基本药物目录，牵头开展

短缺药品监测预警与应对处置等

工作。 （本报记者 张梅）

河滨公园管理处开启安全大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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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6 日， 贵州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下发紧急通知，决定在

全省范围内立即开展汛期既有房屋

等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

我省近期已经历多轮强降雨过

程，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严峻。 7月

11 日上午，贵阳市云岩区黔灵镇发生

万江小区一起居民自建房垮塌事故，

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和不良社会

影响。 经研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决

定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开展汛期既有

房屋等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

据介绍， 排查重点具体有四项：

加强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城

镇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地安

全隐患排查，加强城镇燃气及市政公

用设施排查，加强汛期农民建房和农

村危房改造施工现场安全监管。

其中， 重点排查城市及乡镇范围

内整体危险的房屋（D级危险房屋）是

否已经拆除或已组织人员撤离，人员撤

离后是否对房屋进行妥善防护、准备拆

除等；有危险点或局部危险的房屋是否

已经采取有效措施解除危险；装饰装修

涉及拆改主体结构或明显加大荷载的

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排查已入住的

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的房

屋质量安全状况，重点检查建成入住时

间较长的保障性住房。

对排查出的既有房屋重大隐患

必须要建立隐患台账，落实人员、措

施、时限等，采取销号闭环管理。

在建工程方面，重点排查在建项

目土方开挖（深基坑）、高大模板、起

重机械、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

项工程和高空作业、高边坡、边坡支

护等部位及对周边建筑影响情况；排

查地处山坡、 临近挡土墙的办公场

所、工棚、宿舍等施工现场人员聚集

区域，位于学校、集贸市场、城区人行

道路边等人员密集地段的施工临时

围挡等安全状况。

不仅如此，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要求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 各相关单位要强化监测预警，进

一步做好应急预案，并进一步强化值

班值守， 落实汛期领导带班值班制

度，24 小时值班值守， 严格执行事故

信息报告制度。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随着暑期来临， 为给

广大游客营造一个干净、 舒适、安

全的游园环境，7 月 16 日当天，贵

阳市河滨公园管理处对园内 43 个

游乐项目(A 类项目 4 个、B 类项目

16 个、

C

类项目 23 个） 进行安全

大排查。

据悉，此次排查主要对游乐项

目日检、月检、年检情况，日常维修

保养情况，操作员、安全员持证上

岗情况，以及应急救援预案等方面

进行逐一检查，对不符合安全运营

条件的项目将要求限期整改，坚持

杜绝设备带病运营的情况，同时加

强对设施设备的消毒灭菌等工作。

下一步，公园将积极对接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

分公司，就游乐设施购买保险一事

进行详细了解，拟通过购买公众责

任保险的形式增强游乐设施抗风

险能力。

（本报记者 王杰）

本报讯 7 月 16 日， 记者从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围绕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六统一” 原则

要求， 作为国务院提出 2020 年底

前实现基金省级统收统支的目标

后，全国最早实施基金省级统收统

支的省份之一，我省从 2019年 7月

1 日起， 在全省实行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

为助推脱贫攻坚，城乡灵活就

业人员可在户籍地或居住地参加

养老保险。 为进一步减轻企业缴费

负担，统一参保单位和个人缴费基

数核定办法：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参保单位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

缴费比例，每月以本单位参保职工

的个人月缴费工资基数之和作为

单位缴费基数。 为稳定缴费方式，

养老保险费继续由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负责征收。

同时加强对各地结余基金监

管；实施全省养老保险数据省级集

中管理；实施基金缺口责任分级分

担及考核奖惩办法。

根据要求， 贵州省人民政府进

一步明确了全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财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等部

门的职能职责以及分工，变“群众

来回跑” 为“部门协同办” ，确保完

善规范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各项工作

落实到位。 基金支出实现全程电子

化管理， 确保全省降费减负政策落

实到位， 确保全省企业离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从 7月 1日起， 全省统一启动

实施省级统收统支，将各地的“本

地通” 升级为全省的“黔中游” ，通

过“互联网 + 经办服务” 零距离连

线服务群众， 运用大数据比对分

析，加强事中事后风险防控，基本

实现养老保险业务全省通查和部

分业务全省通办，进一步提升企业

和群众参保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本报记者 孙维娜）

全省排查汛期

房屋安全隐患

短缺药信息直报系统

贵州实现全覆盖

贵州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从本月起 启动实施省级统收统支

本报讯 7 月 16 日， 贵阳市委

副书记、市长陈晏到息烽县西山镇

鹿窝村、联合村，小寨坝镇红岩村，

修文县谷堡镇平寨村、 平滩村、折

溪村、天生桥村、红焰村调研脱贫

攻坚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

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

2019 年脱贫攻坚夏秋决战，纵深推

进农村产业革命，有效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坚决夺取脱

贫攻坚决战之年根本性胜利。

市委常委、 副市长孙志明，市

政府秘书长许俊松参加。

当天，陈晏来到鹿窝村、平寨

村千村整治项目点， 查看农村风

貌、村寨绿化、厕所革命等情况，强

调要深入实施千村整治七大重点

工程，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在

联合村产业扶贫项目、红岩村葡萄

产业园、 平滩村猕猴桃产业园、天

生桥村新坪组麻窝基地灾后重建

项目、 红焰村蛋鸡养殖扶贫项目

点，陈晏详细了解农产品种养殖规

模、销售渠道、市场价格、利益联结

等情况， 强调要精准选择产业，强

化产销对接，让农户和困难群众稳

定获得收益。 在联合村、天生桥村

农村饮水安全项目现场，陈晏实地

检查提水站、 管网建设等情况，强

调要全面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

确保工程建得成、管得住、用得好。

陈晏十分关心贫困群众家庭生活

情况， 走访慰问了贫困户杨世平、

葛永中、黄德忠、彭银先，亲切询问

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保障、看病

就医等情况，叮嘱属地政府要加大

帮扶力度，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

实际问题。

陈晏在调研中强调，脱贫攻坚

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全市上下要

坚持尽锐出战、务求精准，精心谋

划实施“2019 年夏秋决战” ，确保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年内全部

“清零” ， 为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

胜利奠定坚实基础。要纵深推进农

村产业革命，对照“八要素” 找差

距、抓落实，更加精准选择产业，更

加完善配套服务，更加顺畅产销衔

接，因地制宜推广“龙头企业 + 合

作社 + 农户” 组织方式，推进农村

产业加快发展。 要着力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

施加快补齐贫困人口教育、 医疗、

住房保障和饮水安全短板，保证脱

贫成色、确保脱贫质量。 要深入开

展“五个专项治理” ，问题不解决

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交账。 要深

入推进千村整治行动，打造生态宜

居富美乡村， 加快实现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不断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修文县、息烽县，市直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

（本报记者）

陈晏在息烽县、修文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全力打好脱贫攻坚夏秋决战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决战之年根本性胜利

本报讯 来自贵阳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的最新消息，截至 6 月 30

日，2019 年贵阳市重大工程和重点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921.05亿元，占

上半年投资目标的 183.63

%

， 顺利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过半” 。

今年是全省脱贫攻坚决战之

年， 全市各级各部门狠抓项目建

设、产业升级，强化项目建设统筹

调度服务机制，做好项目建设要素

保障，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

投产、快见效，为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提供强力支撑。

据介绍，2019 年贵阳市重大工

程和重点项目共 436 个， 总投资

12191.48 亿元 ， 年度投资目标

1312.92 亿元， 上半年投资目标

501.58亿元。 截至 6月 30日，累计

完成投资 921.05亿元，占上半年投

资目标的 183.63

%

，顺利实现“时

间过半，任务超过半” 。

全年计划新开工 115 个项目，

上半年开工目标 63 个， 截至 6 月

30 日已有修文县圣益田园综合体、

开阳三环磨料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

吨蓝刚玉技改扩建等 105个项目实

现开工（含提前开工项目 44个），

占上半年目标的 166.67

%

。

全年计划完工 24个项目，上半

年完工目标 8个，截至 6月 30日已

有白云金融北城第一小学、 息烽县

2018 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永靖安

置点等 12 个项目完工 （含提前完

工项目 6 个）， 占上半年目标的

150.00

%

。

据了解，全市重大工程和重点

项目总体上推进顺利，但各区（市、

县）、开发区间稍有差异。从完成投

资量看，观山湖区、花溪区、云岩区

居前三位，分别占区（市、县）、开

发区完成投资的 16.86

%

、10.50

%

和 10.29

%

，为区（市、县）、开发区

完成投资的 37.65

%

。

从时序进度看， 各区 （市、

县）、开发区均超上半年时序进度。

从开工情况看，除息烽县实际开工

项目数尚未达到上半年计划数外，

其他区（市、县）、开发区均已达到

或超过计划数。

截至 6 月底，云岩区、乌当区、

白云区、清镇市、息烽县、经开区已

达到或超过上半年完工计划数，其

中：乌当区、白云区、经开区有项目

提前完工；乌当区有 1 个项目未能

在 6月底前实现完工。

根据完成投资量、投资进度和

开工情况，对各区（市、县）、开发区

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完成情况进

行综合排名， 得分从高到低依次

是：云岩区、观山湖区、修文县、花

溪区、清镇市、综保区、开阳县、白

云区、经开区、南明区、双龙航空港

经济区、高新区、乌当区、息烽县。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贵阳市今年上半年———

105个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顺利开工

全市重大工程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921.05亿元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紧

急通知———

确保 43个游乐项目安全运行

工作人员检查游乐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