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速递

■相关新闻

贵州民博会举行当天下午 3

点，省工信厅将在登录大厅首次召

开多彩贵州水产业推介会及多彩

贵州水文化展。

本次会议将围绕 “多彩贵州

水” 产业发展，广泛宣传推介贵州

水资源优势、产业发展政策、企业

品牌形象等。 聚焦市场对优质饮用

水产品需求，深度挖掘和有效拓展

省内外潜在市场,全面提升“多彩

贵州水” 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

率，着力推动贵州好水出深山。 会

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向社会各

界全面推介“多彩贵州水” 产业，

黔东南、 铜仁、 黔西南相关市

（州）、 多彩贵州水企业代表将作

专题推介； 届时将有政府部门、行

业协会、国内外专家学者、知名经销

商、渠道商、平台型企业负责人，以

及省内外大型商超、旅游景区、饮水

企业 500余人参会。

多彩贵州水文化展将重点展示

多彩贵州水文化，讲好水故事，做好

水文章，全面展示“多彩贵州水” 品

牌建设一年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充分展现“喝生态贵水、品多彩文

化、享健康之道” 多彩贵州水品牌

内核和核心文化价值， 着力打造

“多彩贵州 水贵天然”的整体品牌

形象。 届时将有 20余家“多彩贵州

水” 授权企业及贵州天然饮用水知

名品牌携十余个系列 “多彩贵州

水”产品参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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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住

建局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获悉， 即日

起， 贵阳市将开展专项整治住房租

赁中介机构等房地产乱象行动。

据了解， 此次贵阳市将以整顿

规范房地产市场行为为主要内容，

以房地产中介行为为重点整治目

标，通过专项整治，纠正和查处一批

违法违规房产中介机构、 房地产开

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适时曝光一

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坚决取缔一

批“黑中介” ，有效遏制房地产介

行业乱象，规范房地产中介市场秩

序，建立健全房地产中介市场管理

长效机制， 净化房地产市场环境，

促进房地产巿场平稳健康发展，有

效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真正让群众

放心、安心。

9 月底， 贵阳市住建局根据工

作要求，已经在媒体公布市、区两级

住建部门举报投诉电话、邮箱，面向

广大群众收集房地产中介领域侵害

群众利益线索。

根据贵阳市“专项整治住房租

赁中介机构等房地产乱象实施方

案” ， 明确了整治分为四个阶段：部

署启动阶段（9月 30日前完成），全

面排查并建立台帐阶段（10 月底前

完成），大力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阶段

（11 月底前完成）， 总结巩固阶段

（12月 20日前完成）。

会上， 贵阳市专项整治工作专

班人员分别作了讲话部署， 贵阳市

房产中介企业代表、 物管企业代表

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 2019 年

中国（贵州）国际民族民间工艺品·

文化产品博览会（下称：2019 贵州

民博会）组委会获悉，该博览会将

于 10 月 25 日至 27 日在贵阳国际

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2019 贵州民博会由省委宣传

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贵阳市人

民政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省投资

促进局联合主办。 以“发展文创产

业，助力脱贫攻坚” 为主题，紧紧围

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决战

扶贫攻坚，结合贵州民族特色文化

和文化旅游行业发展实际，将推出

大批制作精良、技艺精湛、独具特

色的文化旅游商品，集中展示贵州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气象，旨在

探索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提升民博会的文化、传播、品牌和

平台价值。

据了解，2019 贵州民博会主要

由赛事、展览和配套活动组成。 现

场将举办多彩贵州六大赛事，包括

多彩贵州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贵州

代表性旅游工艺品设计作品征集

评选、 贵州能工巧匠选拔大赛、中

国妇女手工创业创新大赛南部赛

区比赛、“圆梦锦绣·巧手脱贫” 妇

女特色手工技能暨创新产品大赛、

少数民族服饰设计作品大赛等；文

化产业领军人物、 文化产业品牌、

优秀文化企业等十佳评选活动也

将同步进行。

展销展览板块， 将充分体现贵

州文军扶贫及文产扶贫的成果。 一

号展馆将设置文化创意及非遗作品

展、“黔地守艺” 非遗作品展、“锦

绣计划” 文创产品展、少数民族服

饰设计作品展、 多彩贵州茶文化体

验展、 省直国有文化企业作品展等

展区；国际民间艺术作品展、贵州民

族民间手工艺精品展、 贵州民族民

间工艺旅游商品展、 多彩贵州水文

化展将亮相二号展馆。另外，现场举

行的文化产业招商推介、文艺展演、

非遗体验、网上民博会等配套活动，

精彩纷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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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4日上午， 在贵

阳环城高速观山湖互通到贵黔枢纽

互通区间段， 随着第 42 套 ETC 门

架吊装完成， 标志着贵阳环城高速

公路在全省率先完成全线 ETC 门

架吊装安装工程。

据悉，ETC 门架系统是取消省

界收费站建设工作的核心系统，通

过对 ETC 用户的电子收费和现金

用户的分段计费实现车辆快捷通行

和收取通行费。从今年开始，两年内

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 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减少拥

堵、便利群众。

据贵阳环城高速公路营运有限

公司工程技术部机电工程师吴小军

介绍，贵阳环城高速作为连接 9个地

州市的核心高速公路， 总里程 95公

里， 所辖枢纽互通 10个，12 个收费

站互通。按相关要求需建设 21处、共

42套 ETC门架系统。 而 ETC 门架

吊装， 是 ETC门架系统建设的核心

节点控制工程。 吊装全部完成后，将

于 10 月 20 日前完成设备安装，30

日前完成设备调试工作，为下一步全

国设备联调打下坚实的基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本报讯 10 月 17 日，记者从贵

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

贵阳市现开始陆续发放首批暂时

性经营困难企业的稳岗返还，现已

对符合条件的 9 户企业 2399 人返

还资金 1894.18万元。

据贵阳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鼓励

企业稳定岗位，贵阳市出台了《关

于印发贵阳市 2019 年度对暂时性

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参保企

业界定标准及流程的通知》， 对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在社保经办机构

独立作参保登记的参保企业，依法

参加失业保险 3 年以上，2018 年度

已足额缴费，符合国家和我市产业

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2018 年度未

裁员或裁员率低于我市城镇登记

失业率， 已制定稳定就业岗位措

施、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

复有望的企业实施稳岗返还，届时

稳岗返还按 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

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计算返

还金额，以此支持企业、帮助企业

度过暂时性经营困难期。

据悉，2019 年贵阳市对暂时性

经营困难企业的认定工作将持续

到今年 11月中旬。 （孙维娜）

本报讯 10 月 17 日中午，央视

4 套（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

栏目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系

列报道专题聚焦贵阳市发展成就。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推出 70 集系列报道———《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选取了 70 个新

中国地标，展现 70 年来新中国日新

月异的发展变化。

此次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报道

题为:《贵阳：从“双欠” 城市到崛

起的“中国数谷” 》，从贵阳的政务

办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普通家

庭的智能物联等， 展示大数据已经

渗透到贵阳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贵阳曾经是一个信息闭塞、贫

困落后的西南欠发达、欠开放城市。

近年来， 贵阳敏锐地抓住了大数据

发展先机，通过发展大数据产业，打

造中国数谷，一路后发赶超，成为了

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核心

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完成了一场

华丽的逆袭。

如今， 大数据不仅成为推动贵

阳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更

成为人们重新认识爽爽贵阳的一张

闪亮名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本报讯 昨日， 由市教育局、

市体育局主办的贵阳市第十届中

小学生运动会在贵阳市第一中学

开幕。

本届运动会将于 10月至 11月

期间进行，比赛分为 10个大项目和

4 个组别， 全市各区 （市、 县）的

3000余名学生参赛。

为展现当代贵阳中小学生感

念党恩，始终勤奋学习，不断提高

综合素质，开幕式上，贵阳市各区

（县、市）代表队将大课间展演与本

届中小学生运动会有机结合，踏着

青春的旋律、 合着动人的节拍，借

助青春飞扬、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

向本届运动会真诚献礼。

据悉，近年来，贵阳市学校体

育工作扎实有效地稳步推进，通过

体育中考改革，引导和督促学生上

好体育课，积极参加大课间和课外

体育锻炼等体育活动，提高学生每

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实效，改

善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本届运动

会的举办将进一步推动我市体育

教学工作的开展，提高我市学校体

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学生的竞技

水平和竞赛成绩，全面提升学生的

身体素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谢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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