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本报讯 8月 12日，记者从省发改

委获悉，今年 1-7月，我省重大工程项

目完成投资 4432.69亿元、占年度计划

61.5%，新开工项目 534 个、占年度计

划 81.8%，建成项目 88个。

分阶段看， 收尾项目完成投资

581.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70.8%，续建

项目完成投资 2816.11亿元、占年度计

划的 63.7%，新建项目完成投资 907.68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56.5%，预备项目

完成投资 127.21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

35.8%。

分地区看， 完成投资进度占年度

计划比例前三位的市州分别是贵阳

市、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分别占年度

计划的 80.6%、68.9%、67.8%。

分行业看， 完成投资进度占年度

计划比例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城市建

设、制造业、节能环保，分别占年度计

划的 70.4%、68.4%、65.6%。 其中：工业

项目完成投资 477.69亿元、 占年度计

划投资的 63.9%。贵州宝能新能源汽车

产业园、 铜仁高新区移动能源产业园

（二期）、修文县液化天然气建设项目

等 110 个项目开工建设， 新蒲新区弘

年智能终端产业厂区建设项目、 中电

投务正道 1000 千吨 / 年氧化铝工程、

中石油西南管道有限公司黔西南州应

急管道工程等 21个项目建成投产。

从我省“三长三短” 领域看，1-7

月，“三长三短” 领域项目完成投资

3227.48 亿元、占省重大工程项目完成

投资数的 72.8%，其中：大数据领域完

成投资 58.51亿元，大旅游领域完成投

资 352.96 元， 大生态领域完成投资

317.28 亿元， 脱贫攻坚领域完成投资

780.2 亿元，教育医疗事业领域完成投

资 288.63亿元， 基础设施领域完成投

资 1429.90亿元。

从国家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项目

看，1-7 月，“补短板” 项目完成投资

3177.01 亿元、占省重大工程项目完成

投资的 71.7%。

从 50亿元以上重点项目看， 今年

省重大工程项目中 50 亿元以上项目

184 个、总投资 22549.92 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 1949.22亿元， 分别占省重大工

程项目个数、 总投资和年度投资的

6.7%、50.7%和 27.1%。 1-7月，完成投资

1234.35亿元、 占省重大工程项目完成

投资数的 27.9%，占年度计划的 63.3%。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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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朋友们：

一年一度的中元节（俗称“七

月半” ） 即将来临， 在这个缅怀故

人、寄托哀思的时节，为减少环境污

染，消除公共安全隐患，确保中元节

祭祀活动文明有序、平安和谐，我们

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

让我们文明祭祀， 弘扬时代

新风。 大力提倡鲜花祭祀、网络祭

祀、家庭追思等文明风尚，变实物

祭扫为注重精神传承， 营造文明

祭祀的社会新风。 各区（市、县）

要指导社区（乡镇）在居民小区

合理设置安全规范的集中祭祀

点，做好文明引导，劝阻不文明祭

祀行为。 广大党员干部、国家公职

人员要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做

“告别陋习、崇尚文明” 的先行者

和带头人。

让我们环保祭祀， 牢记安全第

一。充分发挥城市主人翁精神，保护

碧水蓝天，不在广场、绿地、公园、河

道边、主要街道、公（铁）路沿线、背

街小巷等公共场所和水源保护地烧

纸焚香、抛撒冥币、燃放鞭炮。 牢记

安全第一，不影响他人生产生活，不

干扰社会正常秩序， 自觉维护优美

整洁的市容环境。

让我们节俭祭祀， 践行敬老

爱老。 遵守社会公德，崇尚敬老

爱老传统美德，树立厚养薄葬新

观念。 提倡对在世老人尽孝心、

多关爱，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老人逝去后，不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相互攀比，以节俭方

式寄托哀思。

市民朋友们，文明我来，文明

大家来。 移风易俗，弘扬新风，从

你我做起。 让我们迅速行动起来，

文明祭祀、环保祭祀、节俭祭祀，

用文明行为扮靓文明城市， 让文

明之风吹遍爽爽贵阳。 让我们携

起手来，以良好的城市风貌，喜迎

建国 70 周年！

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贵阳市生态环境局

贵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贵阳市水务管理局

2019年 8月 7日

文明祭祀，是最好的缅怀！

贵阳市中元节文明祭祀倡议书

■新闻速递

本报讯 8 月 12 日， 贵阳市委

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陈晏

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 中央

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 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 第九次

会议上和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

精神等， 黄坤明同志在贵州考察调

研时的讲话精神， 孙志刚书记在省

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上的讲话精神及全省公安工作会议

精神， 并作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

神宣讲报告。

市政府党组成员徐昊、 孙志

明、王春、陈小刚、王嶒、唐兴伦、杨

波、许俊松参加，副市长魏定梅应

邀参加。

陈晏指出， 全市政府系统要增

强学习本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对标对

表学、系统全面学、知行合一学，以

学习提高理论水平、提升精神境界、

增强工作本领， 更好地坚持高标准

要求、加快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

发展。 要保持改革定力，狠抓中央、

省委、市委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落实，

坚决破除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弊

端， 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 要强化审计监督， 推动公共资

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

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审计全覆盖，全

力支持审计部门依法独立行使审计

监督权， 不断提高审计工作的法治

化、科技化、专业化水平。 要坚持警

钟长鸣， 把维护安全稳定作为当前

首要政治任务， 抓细抓小抓实防灾

减灾、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工作，

坚决遏制和防止各类重特大事故发

生。要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水平，

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 推动

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增强人民群

众的文化获得感。 要高度重视公安

工作，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

技兴警、从严治警，紧紧围绕“四个

铁一般” 标准打造党和人民满意的

过硬公安铁军。

陈晏在作宣讲报告时强调，要

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深

入学习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

全力打好“2019 夏秋决战” ，把贯

彻落实成效体现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体现在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上、体现在“五个专项治理” 上、体

现在强担当转作风上、体现在确保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上，加快把贵

阳打造成为全省新产业发展的战

略支撑和新的增长极，为全省坚决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作出省

会贡献。

各区（市、县、开发区），市直有

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贵阳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宣讲报告

今年 1-7 月

我省重大工程项目

完成投资四千多亿元

本报讯 8 月 12 日， 贵阳市委

副书记、 市长陈晏主持召开市政府

常务会议， 传达贯彻全国推进健康

中国行动电视电话会议、 省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督导组督导贵阳市工作

反馈会精神， 安排部署推进健康中

国行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整

改等重点工作。

市领导徐昊、孙志明、王春、陈

小刚、王嶒、魏定梅、唐兴伦、杨波，

市政府秘书长许俊松参加。

会议指出，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提升全民健康素质，既是民生问题，

也是政治问题。 全市政府系统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进一

步落实大卫生、 大健康理念和预防

为主方针， 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健

康水平。要强化统筹推进，建立健全

工作机构， 对标对表制定贯彻落实

方案，确保健康中国行动落地见效。

要强化协调联动，政府、社会、个人

共同发力，大力普及健康知识，加强

健康干预，统筹做好妇幼、青少年、

老年人以及贫困人口等重点人群健

康工作，加强重大疾病防控，在全社

会形成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幸福

感和生活质量。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提高政治站位，把打赢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放在极端重要位置，站在增强“四

个意识” 、做到“两个维护” 的高

度，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不折不

扣抓好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督导

组反馈问题整改，打好防范和抵御

风险的有准备之战，纵深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保持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要坚持问题导向抓整改，细化问题

整改方案，即知即改、真抓真改、彻

底整改。 要建立长效机制抓整改，

进一步完善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

险评估机制、 风险防控协同机制、

风险防控责任机制和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三年长效常治等工作机制，

确保标本兼治、源头根治。 要压紧

压实责任抓整改，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 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

战，开展好每一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整改好每一个督导反馈问

题，确保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

不到位不放过、 责任不落实不放

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各区（市、县、开发区）、市直有

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传达贯彻国家和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整改等工作

本报讯 8 月 12 日， 贵州省委

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到贵阳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调研并

主持召开座谈会。 他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加强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机构对科

学决策的“补脑”“健脑”“强脑”

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

高质量的智库服务。

市委副书记、 市委政法委书

记向虹翔，市委常委、市委宣传

部部长兰义彤，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刘本立， 市政协副主席、

市财政局局长刘晓萍参加。 贵阳

市委市政府首席战略顾问、贵阳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连玉明陪同。

在观看了贵阳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研究院五周年纪录片和成果

展后，赵德明对研究院近年来在大

数据、大生态和阳明文化等领域所

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表示肯定，并

与相关负责人亲切交流，详细了解

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情况。 赵

德明说， 作为贵阳的特色新型智

库，研究院自成立以来，积极为市

委、 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出谋划

策，为贵阳经济社会发展做了大量

富有成效的工作。 希望研究院进一

步提高站位、拓宽视野、解放思想，

善于感知时代脉搏， 紧紧围绕市

委、 市政府关于坚持高标准要求、

加快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决策部署， 不断推出有影响力、

有针对性、有指导性的高质量研究

成果。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赵德

明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贵阳市“守底线、走新路” 的实

践，创造性开展研究工作，为开创

百姓富、生态美的爽爽贵阳新未来

作出更大贡献。 要继续抢抓国家实

施大数据战略的重大契机，强化大

数据发展理论体系研究，不断推进

理论创新、规则创新、标准创新。 要

深入系统挖掘阳明文化的思想精

髓和时代内涵， 增强文化自信、推

进传承创新，不断用优秀传统文化

提升贵阳的城市气质。 要全面加强

党组织建设，从严带好队伍，着力

培养一支政治过硬、 业务精湛、作

风优良的研究团队，为贵阳改革发

展稳定各项工作提供更大的智力

支持。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贵阳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相关负责

人参加调研或座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德明在贵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调研时强调：

感知时代脉搏 服务地方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