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今年争取到

降费奖补资金7979万

市民想旁听会议

可在今日申请报名

本报讯 日前，为鼓励融资担保机构

进一步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

模，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成本和担保

费率， 贵州省工信厅认真落实工业和信

息化部融资担保相关政策， 会同省财政

厅积极争取中央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

奖补政策支持，2019年争取到中央小微

企业融资降费奖补资金 7979万元。

此次降费奖补拟对 2018 年在贵

州省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融

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 并在工信

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信息报送

系统” 报送了相关基础数据，开展小

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再担保业务，正

常经营的融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

实施奖补。 本次降费奖补资金采取奖

补结合的方式， 拟对扩大小微企业融

资担保业务规模，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

担保费率等政策引导性强、 效果较好

的担保机构予以奖补。 特别是对直接

服务小微企业且收费较低的融资担保

机构加大奖补力度， 重点支持引导融

资担保机构扩大小微企业单笔 1000

万及以下融资担保业务， 并降低小微

企业融资担保费率。 （王蕾）

2019�年9月18日 星期三

要闻

YAOWEN

A

02

编辑／版式 宋德政 校对／ 蒋珺

为提高全民国防观念，增强防空意识，提

高全民的危机应对能力，加强居安思危宣传教

育和体验性训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为依据，按照《贵州省人民防空警报设

施建设管理规定》要求，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一次防空警报试鸣演练。 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警报试鸣时间

2019 年 9 月 18 日上午 10 时 00 分至 10

时 15分。

二、警报试鸣范围

云岩区、南明区、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

观山湖区、清镇市、修文县、息烽县、开阳县、贵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贵阳综合保税区、贵州双

龙航空港经济区。

三、警报试鸣信号

预先警报信号：鸣 36 秒、停 24 秒，反复 3

遍，时间 3分钟；

空袭警报信号：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15

遍，时间 3分钟；

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放 3分钟。

三种警报信号间隔时间为 3分钟。

警报试鸣期间，希望广大市民不要惊慌，

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 市宣传媒体机构

要积极做好宣传报道和信息发放工作，确保全

市警报试鸣工作顺利进行。

特此公告

贵阳市人民政府

2019年 9月 17日

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

组织人民防空音响警报试鸣演练公告

确保三季度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陈晏在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上强调:坚定发展信心，狠抓重点工作

本报讯 9月 17 日， 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晏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

行分析会议， 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安排部署经济工作， 强调要守初

心、担使命，坚定发展信心，奋力攻

坚克难，按照“保质量、保速度、保

位次、作贡献” 的要求，抓重点、破

难点，全力以赴确保三季度目标任

务顺利完成，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打下坚实基础。

市领导王嶒、唐兴伦、刘晓萍，

市政府秘书长许俊松参加。

在听取市直有关部门和各区

（市、县、开发区）经济工作情况汇

报后，陈晏指出，当前全市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 但下行压力持续加

大。 全市政府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孙志刚书记在

贵阳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坚决扛起

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政

治责任，既要保持清醒，看到问题

和差距，也要坚定信心，看到优势

和潜力，有的放矢、精准施策，稳住

经济发展基本面，加快成为全省新

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和新的增长

极， 努力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的

“火车头”“发动机” 。

陈晏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紧盯投资、工业、消费

等重点工作，加大工作力度、加快

工作进度，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态

势。要狠抓精准调度，掌握经济运

行规律， 提高经济工作能力和水

平，认真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要狠抓有效投资，做实项

目前期，推进项目建设，完善项目

入库，确保形成更多增量支撑。要

狠抓工业经济，紧盯重点企业、重

点行业和重点项目，盘活存量、做

优增量，持续做大总量。要狠抓消

费升级，丰富商业业态，做好节庆

促销，稳定汽车等大宗消费，有效

提振社会消费。要狠抓应统尽统，

加强业务培训，强化社区统计，破

解商贸业统计难题， 确保统计数

据客观真实反映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要狠抓企业服务，积极帮

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让企业心

无旁骛抓建设、搞生产。要狠抓招

商引业， 建立全市政府系统招商

引业工作月调度机制， 促进精准

招商，提高招商实效。要狠抓督查

问效， 以严肃的追责问责倒逼工

作落实， 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顺利

完成，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

各区（市、县、开发区），市直有

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破坏人民防空警报设施、 通信线

路和电源线路， 不得妨碍对人民防

空警报设施的维护检查。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拆除、 迁移人民防空警报设

施。 确需拆除、迁移的，应当报当地

人民防空行政部门批准， 并在规定

期限内重新安装。

《贵州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

建设管理规定》部分条款

本报讯 9 月 17 日， 贵阳市人

民政府与中国城市基础设施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晏见证签约， 中国城市基础

设施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朝波讲话。

副市长唐兴伦讲话， 并与中国

城市基础设施集团副总裁高大勇分

别代表双方签约。市政协副主席、市

财政局局长刘晓萍参加， 市政府秘

书长许俊松主持。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集团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注城市投资、 建设和运

营的多元化控股集团。根据协议，该

集团将在贵阳打造以教育为核心，

集国际知名教育品牌体系、 知名医

院以及高端人文社区于一体的国际

教育城。 项目将引入国际知名的

“惠灵顿国际及双语学校”品牌，建

设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体化，

基础教育、教育培训、生活配套等功

能齐备的国际一流学校。

南明区， 市直有关部门和中国

城市基础设施集团有关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贵阳将打造国际教育城

贵阳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城市基础设施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 9 月 17 日， 记者从南

明区政府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驰

而不息纠正“四风” ，坚决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确保“中秋、国庆”

两节期间风清气正，南明区纪委监

委向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提出

纪律要求。

据了解， 南明区纪检监察系

统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 通过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认真学习中央纪委、 省纪委近期

公开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新闻通报， 并对照进行检

查， 充分利用打招呼、 发信息等

多种方式， 教育提醒广大党员

干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

同时， 南明区纪委监委将针对

违规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违

规收送礼品礼金等节日期间易发多

发问题开展监督检查， 并面向社会

公布举报电话 0851—85820022。 对

群众和媒体网络反映、 监督检查中

发现的发生在节日期间的“四风”

问题线索、重要舆情，优先处置、快

查快办。

（弋昀 许巧英 王杰）

南明区公布“四风”问题举报电话

确保“中秋、国庆” 两节期间风清气正———

本报讯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下周即将召开， 记者从贵

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到， 本次

会议拟安排 10 名左右公民旁听，感兴

趣的市民可通过指定方式报名。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

主任会议决定，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于本月 24 日上午 9 时

在贵阳召开，会期 4天。会议议程草案

可在省人大常委会官方网站浏览查

阅。 省人大常委会拟安排 10名左右公

民旁听本次常委会会议的三次全体会

议。本省区域内凡年满 18周岁、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持本人身份证和单位或者村（居）

委会证明，均可申请报名。

报名时间为今日上午 9:00 至

11:30，下午 3:00 至 5:00。 报名地点

在贵阳市中华北路 242 号， 省人大省

政府大院 3 号楼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一

楼 值 班 室 。 联 系 电 话 为 0851—

86890003。 （肖达钰莎）

9 月 17 日下午， 贵阳市开展

反恐防恐演练暨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大庆安保维稳誓师大会。全市政

法机关及市直相关应急单位参加

了此次大会。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记者了解到，举办此次大会就是要

以铮铮誓言激发昂扬斗志，以铁胆

忠心诠释对党忠诚，以决战决胜彰

显为民初心。 在下一步工作中，贵

阳市要紧扣全力确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安全稳定这一目标，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切实做到“七个坚决防止” ；守

好两条底线；抓好三个关键；强化

四项措施，按照“细致、精致、极

致” 的要求，全面筑牢贵阳市安全

稳定的“钢铁长城” 。 李慧超

贵阳市开展安保维稳誓师大会

■图片新闻

■新闻速递

本报讯 9月 17日，贵阳市生态环

境局通报 8 月贵阳市空气质量考核结

果，上月，贵阳市各区（市、县）达标天

数比例在 90.3%~100%之间。 其中，开

阳县排名第一。

考核结果显示，2019年 8月，贵阳

市各区(市、县)空气质量考核排名从好

到差依次为：开阳县、息烽县、观山湖

区、白云区、修文县、清镇市、云岩区、花

溪区、乌当区、南明区、经开区、双龙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林国）

开阳县排名第一

贵阳市 8 月空气质量

考核结果出炉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

次会议即将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