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在京东商城购物，

就有可能收到一个印有“贵阳市第

十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的彩色快

递箱。 据相关人士介绍，这是京东物

流广告在贵阳市场的首次亮相，也是

贵阳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对现代广

告营销做出的一次创新型探索。

为了将本次旅发大会宣传推向

新高潮， 京东物流于本月 20日起在

贵阳市内陆继发放印有本次旅发大

会的彩色包装盒，数量总计上万件。

据京东物流广告贵州区域总代

理 --贵州启程传媒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京东物流广告已在全国多

个城市成熟开展。 相较于传统营销，

京东物流广告具有形式多样、格调新

颖、投放精准等特点，依托中国最大

自营电商京东的丰富资源，挖掘物流

供应链中高效媒介传播价值，并与商

流、信息流有机结合，打造独特的线

下精准投放生态。 除了外包装广告，

京东物流广告还具随包裹附送、面

贴、车体、自提柜、实体终端系列、无

人机系列等多种广告形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本报讯 10 月 19 日，由贵州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省演讲研

究会承办的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

智库名家贵州学术年会暨“百姓富

生态美 乡村振兴” 研讨会，在贵安

新区云漫湖黔锐基地举行。 来自全

国演讲界的专家学者， 省总工会、

省社科联以及演讲研究会代表共

150余人参加此次研讨会。

会议围绕乡镇企业的发展、

乡村振兴以及演讲专家下乡扶贫

的实践探索等话题展开了研讨。

演讲专家们认为， 演讲不仅是需

要口头上讲出来， 更需要亲身去

实践，有了亲身的经历，这样才能

讲出好的故事， 这样讲出的故事

才有了灵魂, 才能更好利用演讲

去助力脱贫攻坚。

与会专家认为， 乡村的振兴

离不开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文

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

全面振兴。

贵州省演讲研究会相关负责

人勉励长期奋斗在脱贫工作一线

的演讲人，坚守信念要放在第一

位， 不管遇到再艰难的环境，都

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让环境发

生改变。 （安洪锋 孙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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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民朋友：

金秋时节，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的喜悦与豪情还在

心头荡漾，一场全民参与、拥抱健康

的大型徒步活动又向我们走来。 为

让广大市民亲密接触大自然， 欣赏

秋日美景、愉悦身心、健康生活的同

时，绿色环保、低碳出行，由中共贵

阳市委宣传部、贵阳市文明办指导，

贵阳广播电视台、白云区政府、观山

湖区政府、贵阳市体育局、贵阳市文

化和旅游局联合的举办“我与祖国

同行———梵华里·2019 贵阳万人徒

步活动” 将于 11 月 2 日在白云区

和观山湖区盛大举行。

在此， 我们向广大市民朋友倡

议：

1.争做环保生活、绿色出行的

倡导者。 我们倡议贵阳市民积极参

加到 “我与祖国同行———梵华里·

2019 贵阳万人徒步活动” 中来，培

养徒步健身的良好习惯。 树立“能

走不骑，能骑不坐，能坐不开” 的绿

色出行理念，倡导健康新理念，形成

健身好风尚。 参加本次活动的所有

人员，自觉遵循 " 环保生活,绿色出

行 " 倡议内容， 尽可能采取乘坐地

铁、公交车、骑自行车或步行等出行

方式，为广大市民做出表率。

2.争做环保生活、绿色出行的

践行者。 让我们以“2019 贵阳万人

徒步活动” 为媒，从现在做起、从自

己做起，文明徒步，主动维护活动沿

途的环境和秩序，不乱扔垃圾、不践

踏草地、体现良好公德意识，让我们

与亲人、朋友、恋人、同事一起，在徒

步中收获健康，在健康中享受快乐，

在快乐中传递“知行合一、协力争

先”的贵阳精神。

3.争做环保生活、绿色出行的

宣传者。低碳环保生活无处不在、无

处不有。 我们倡议全体贵阳市民学

习掌握、宣传环保知识，提高环保意

识，树立环保理念，倡导环保生活;

向身边人宣传开展 “环保生活、绿

色出行” 的意义和方式，带动更多

的人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来。

让我们的家园多一片蓝天， 多一丝

绿色，多一些美好，多一份文明。 来

参加活动的所有人员， 就是我们贵

阳市环保践行者的一面旗帜， 保护

我们的母亲河， 保护我们美丽的城

市风景线， 向广大市民展示环保文

明、绿色出行的活动宗旨，引导更多

的人爱护环境，保护环境。

4.争做环保生活、绿色出行的

推动者。 欣逢盛世，健康无价！ 让我

们以“2019 贵阳万人徒步活动” 为

起点，迈开大步、相约秋日、风雨无

阻，人人参与健身，人人享受健康，

形成自觉锻炼、主动健身、追求健康

的新风尚。健身贵在科学，无论有氧

无氧，徒步、慢跑、骑行，男女老幼，

因人而异；城市乡村，因地制宜。 让

我们在贵阳这个天然大氧吧中，树

立科学的健身理念， 制定科学的健

身计划，适时适度，达到强健体魄之

目的。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来吧！ 迈

开步子、敞开心扉，向健康迈进！ 来

吧，“我与祖国同行———梵华里·

2019 贵阳万人徒步活动” 让锻炼成

为新常态！让徒步成为新品牌！让每

一位参与者成为贵阳最靓丽的风

景、最文明的代表！

贵阳市文明办 贵阳市体育局 贵

阳市教育局

共青团贵阳市委 贵阳广播电视台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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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祖国同行———梵华里·2019贵阳万人徒步活动倡议书

本报讯 10月 21日， 贵州东西

部扶贫协作成果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仪式暨媒体见面会在贵阳举行，来

自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

东等东部 6 省（市）的 70 余名记者

齐聚贵阳， 将分赴贵州 8 市州采访

报道东西部扶贫协作中涌现的典型

经验做法、典型个人及成果。

本次主题采访活动由省委宣传

部主办，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

各市州党委宣传部承办。 活动为期

一周，以“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山海

倾情 决战脱贫” 为主题，旨在对东

部省(市)帮扶贵州的成绩和经验进

行集中宣传报道， 推动贵州全省上

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为全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

东西部扶贫协作， 是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重要

体现。近年来，中央明确把东西部扶

贫协作纳入国家脱贫攻坚考核范

围，既考核东部、又考核西部，东西

部扶贫协作力度进一步加大、 实效

进一步凸显。 自辽宁、上海、江苏、浙

江、山东、广东等东部 6 省(市)对口

帮扶贵州省遵义、六盘水、毕节、铜

仁、黔东南、黔西南、黔南等 8 个市

州以来，6省市的 7个城市积极主动

作为， 全面全力跟进， 密切协调合

作，在产业扶贫、项目带动、资金支

持、干部选派、社会力量参与等各方

面不断加大帮扶力度， 开展了大量

帮扶工作， 创造了许多值得推广的

帮扶经验， 涌现了一批优秀杰出的

帮扶典型， 为助推贵州脱贫攻坚作

出了突出贡献。

启动仪式上， 来自浙江日报的

记者代表本次采访团记者宣读了

“用心践行‘四力’ ，写好‘三有’ 作

品讲好贵州故事” 的采访宣言；大众

日报记者作为采访团记者代表接受

了主办单位的授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伟剑）

据新华社电 上海、 广州、杭

州、宁波、苏州、青岛、大连 7 个东

部对口帮扶城市 2016 年以来在贵

州已实施 3563 个帮扶项目， 累计

投入财政帮扶资金 72.8 亿元，助

力贵州脱贫攻坚、经济转型升级和

民生事业发展。

记者从 21 日举行的贵州东西

部扶贫协作成果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仪式上获悉，2016 年以来，围绕“强

基础、扶产业、促旅游、支教育、助医

疗、育人才、接劳务”七大重点，贵州

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不断深化，有

力促进了当地贫困地区脱贫步伐。

其中，2016至 2018年的帮扶项目直

接惠及贵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8.57万人。

为深化产业合作、助力“黔货

出山” ，今年以来，贵州通过在对口

帮扶城市建立绿色农产品展销中

心、开展农产品推介会和建立农产

品供应基地等，销往东部省市农产

品达 14 万吨， 实现销售额 32.42

亿元。

同时， 贵州今年吸引东部来黔

投资企业 314家，实际投资额达 178

亿元，带动近 10 万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增收。

在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方面，

贵州与东部对口帮扶城市通过建

立劳务信息共享平台、开展“订单、

定向、定岗” 技能培训等方式，实现

贫困群众异地转移就业。 此外，根

据贵州省各级人才紧缺现状，东部

对口帮扶城市主动向贵州派出挂

职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数据显

示，2019 年以来， 东部对口帮扶城

市与贵州省实现党政干部交流 829

人，医生、农业技术等专业技术人

才交流 4140 人。

助力贵州脱贫攻坚———

7个东部城市累计投入72.8亿元

贵州东西部扶贫协作成果主题采访启动

演讲专家共话“讲好贵州扶贫故事”

本报讯 今日下午 14 时至 15

时，贵州省知名关节外科专家，贵州

省骨科医院骨外科主任兼任关节科

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唐本森，将值守本报“专家坐

诊” 健康热线，针对如何科学应对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话题与广大读

者进行交流。

唐本森主任说， 膝关节骨性关

节炎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

础的疾病。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

进入老龄化社会， 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发病呈现上升趋势。

针对该病的一系列问题，10 月

22日下午 14时至 15时， 读者可拨

打热线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 可关注

“贵阳晚报黔生活”（

gywbysh

）微

信公众号后， 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

发送，本报将把问题转给专家，并在

贵阳晚报“健康森林” 版面刊登专

家的相关解答内容。 （王杰）

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

线今日话题———

应对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

京东物流广告

首现贵阳

采访团记者代表接受主办单位的授旗

研讨会上，优秀宣讲员获颁证书

70余名记者将分赴贵州 8市州采访报道典型经验做法、典型个人及成果

第四届哲学社科智库名家贵州学术年会举行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