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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 日， 按照中央

主题教育工作部署和省委、市委要

求， 市政府党组用一天时间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

题民主生活会。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按照“四个对照”“四个找一

找” 的要求，深刻检视剖析，明确整

改方向， 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 推动市政府党组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

到“两个维护” ，更好地坚守初心、

勇担使命。

市委副书记、 市政府党组书

记、市长陈晏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

话。 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副组长王

恩宏到会指导并作讲话。 市政府党

组副书记徐昊、 党组成员孙志明、

王春、陈小刚、王嶒、唐兴伦、杨波、

许俊松参加。 副市长魏定梅列席。

市政府党组把开好专题民主生

活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紧扣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这一主线，聚焦“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这一主题，突出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重要内容，会

前认真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广泛征

求意见，开展谈心谈话，系统梳理检

视问题，认真撰写检视剖析材料，为

开好会议打下了坚实基础。

会议书面通报了市政府党组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巡视整改专

题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情况和本次

专题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 陈

晏代表市政府党组作检视剖析，重

点查找了 5个方面问题， 深挖问题

根源， 明确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随后，陈晏带头开展个人检视剖析，

其他党组成员逐一进行检视剖析，

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大家的发言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

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见人见

事见思想，批评意见诚恳有辣味，凝

聚了共识、增进了团结。

王恩宏在讲话时指出， 市政府

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聚焦主题、准

备充分、组织周密，开出了高质量、

开出了新气象。 要持续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作

为终身课题， 扎实抓好整改落实特

别是专项整治工作， 不断巩固和深

化主题教育成果，在开创百姓富、生

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的生动实践

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作出新贡献。

陈晏在总结讲话中强调， 要用

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成果，推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走深

走实，紧盯问题整改不放松，切实加

强市政府党组自身建设， 努力在全

市政府系统当杆标、作表率。要强化

政治建设，站稳政治立场，落实政治

责任，增强政治能力，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 。 要强化理论武装，学深悟

透、 融会贯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强化宗旨意识，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

目标， 办好老百姓的操心事、 烦心

事、揪心事。 要强化纪律规矩，始终

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知敬畏

守底线。要强化履职尽责，抓发展促

改革，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

人民检验的实绩。

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市委第十

巡回指导组有关同志，市政府副秘书

长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市政府党组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讯 12 月 2 日， 记者从贵

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 近期，

该局组织对 10 余类、700 多个批次

食品进行抽检，结果显示其中 17 批

次不合格。

此次抽检食品包括：餐饮食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豆制品、方便食品、

蜂产品、酒类、粮食加工品、肉制品、

乳制品、食用农产品、食用油、油脂及

其制品、蔬菜制品、水产制品、饮料等

种类，共计 739批次样品。 根据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产品执行标准检验和

判定， 其中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722批次，不合格样品 17批次。 不合

格食品涉及酒精度、 甲醇、 耗氧量

（以O2计）、镉（以Cd计）、亚硝酸

盐（以 NO2- 计）、氯霉素、大肠菌

群、铜绿假单胞菌指标。

针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

品， 省市场监管局已责成相关市、

自治州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予以查

处。 贵阳市、安顺市、遵义市、六盘

水市、黔东南州市场监管部门已督

促食品生产企业查清产品流向，召

回不合格产品，分析原因进行整改;

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黔南州

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食品经营环

节有关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

控制风险。 （孙维娜）

我省10余类、700多个批次食品受检———

17批次食品 抽查结果不合格

一、标称贵州凯里花清酒业

有限公司生产的花青酒，酒精度

不符合产品执行标准规定、甲

醇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

二、标称黄平县旧州冷水泉

水厂生产的马头峰包装饮用水，

耗氧量（以 O2 计）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三、标称黄平县旧州冷水泉

厂生产的十万营包装饮用水，耗

氧量（以 O2 计）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

四、标称安顺市平坝区天台

山屯堡美食坊生产的屯堡马烧

腊（酱卤肉），镉（以 Cd 计）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五、贵阳市南明区福海海产

品商行销售的皮皮虾 （海水

虾），镉（以 Cd 计）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六、贵州新乌蒙竹根水有限

公司（直销点）销售的、标称贵

州新乌蒙竹根水有限公司生产

的竹根水饮用天然泉水，亚硝酸

盐（以 NO2- 计）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七、标称贵州百果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生产的紫江冰泉饮用

天然泉水，亚硝酸盐（以 NO2-

计）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

八、贵州合力购物有限责任

公司罗甸分公司销售的鸡大胸，

氯霉素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

九、贵州合力购物有限责任

公司罗甸分公司销售的鸡全腿，

氯霉素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

十、贵州合力购物有限责任

公司罗甸分公司销售的鸡小腿，

氯霉素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

十一、贵州合力购物有限责

任公司罗甸分公司销售的草鱼，

氯霉素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

十二、绥阳县顺先副食店销

售的、标称绥阳县龙岩山泉水厂

生产的农洞水饮用天然泉水，大

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

十三、正安县五汇山泉销售

有限公司（水点）销售的、标称正

安县五汇山泉销售有限公司生产

的五汇山泉饮用天然泉水，大肠

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

十四、标称普定县百益源天

然山泉水厂生产的佰益源优质

山泉水，铜绿假单胞菌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五、标称贵州定南投资有

限公司生产的天然泉水，铜绿假

单胞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

十六、标称盘州市心怡山泉

纯净水有限公司生产的胜峰山

泉饮用天然泉水，铜绿假单胞菌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十七、标称余庆县劲源水厂

生产的怡湾饮用天然泉水，铜绿

假单胞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规定。

不合格食品名单

本报讯 12月 2日，记者从贵州

省市场监管局获悉， 该局正式启用

全国 12315平台， 完成市场监管投

诉举报一个号码对外、 一个平台处

理。今后，消费者拨打 12315电话或

者登录全国 12315 平台门户网站，

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提出诉求。

12365、12331、12358、12330 热

线现已关闭咨询投诉举报功能，由

12315 一个号码统一对外提供市场

监管咨询投诉举报服务，消费者拨

打 12315 热线电话，不仅能进行消

费维权投诉， 还能对制售假冒伪

劣、危害食品药品安全、价格违法、

知识产权侵权等市场监管职责方

面的问题进行投诉举报。

下一步，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将

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 “六统

一” 原则：即统一热线号码、统一运

行平台、统一工作机构、统一制度

规范、统一分析研判、统一绩效评

价对平台进行升级改造，以处理投

诉举报为重点，探索推动新平台与

市场监管执法办案系统、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企业法人库等业务

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实现投

诉举报统一指挥调度、处置流程高

效管理、执法办案无缝对接的全新

监管模式，让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处

置运行政令畅通、过程透明、反馈

高效。 到 2020 年底，基本建立“一

个号码（平台）受理、一套流程处

理、一个标准统计、一个窗口对外、

一个部门负责” 规范统一、高效权

威的 12315执法体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本报讯 12 月 2 日， 记者从省

市场监管局获悉， 今年 1 至 10 月，

全省新设立市场主体 50.13 万户，

平均每天新增“老板” 1600多个。

截至今年 10月底，全省各类市

场主体累计达到 293.56 万户、注册

资本 7.23 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0.31%� 、11.38%。 其中企业 74.06

万户、注册资本 6.92 万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10.99%、11.47%。

从市场主体户数总量看， 排名

前三位的地区是： 遵义市 54.75 万

户、 贵阳市 53.90 万户、 毕节市

45.02万户。

从市场主体注册资本总量看，

排名前三的地区是：贵阳市 3.09 万

亿元、遵义市 0.82 万亿元、毕节市

0.56万亿元。

从行业分布情况看， 全省市场

主体户数排名前三位的行业是：批

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分别占市场

主体总量的 50.75%、13.92%、8.02%。

从产业分布情况看， 全省市场

主体户数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

三产业的占比分别为：7.74、8.46%、

83.8%。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消费投诉举报热线 实现12315“一号对外”

全省新设立市场主体50万余户

本报讯 12 月 2 日， 省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 集中通报了一批全省法

院服务和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典型案

例，案件涉及了刑事、民事、行政、执行

等 4个方面。

据介绍，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

来，截至 2019年 11月，全省法院受理

涉脱贫攻坚刑事案件 1109 件， 审结

1098 件。 在袁某海诈骗案中，被告人

袁某海在明知自己不具备享受易地扶

贫搬迁政策条件的情况下， 故意隐瞒

已购房屋的事实， 骗取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房一套，构成诈骗罪，法院依法对

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在张某贪污、受

贿、滥用职权案中，被告人张某系台江

县司法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其在担任

某乡委员会书记期间， 利用主持单位

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 骗取扶贫生态

移民资金，非法收受、索要他人财物，

挪用救灾、扶贫款物等，构成贪污罪、

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 挪用特定款物

罪，法院依法对其数罪并罚，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十万元。

在民事案件方面， 全省法院共受

理该类案件 11260 件，审结 10899 件。

在某社区服务中心诉许某军、 许某文

排除妨碍纠纷案中， 某社区服务中心

系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项目业主，在

安置项目建成完工后，被告许某军、许

某文强行搬入该安置项目的安置房并

更换门锁， 导致本应入住安置房的贫

困户未能入住，经多次协商未果，某社

区服务中心诉至法院。 法院依法判决

二被告停止侵害并搬离安置房房屋，

将二被告强制搬离， 确保搬迁安置工

作顺利进行。

在行政审判方面， 全省共受理涉

脱贫攻坚行政案件 230 件， 审结 225

件。 在高某诉某镇人民政府行政协议

案中，高某与第三人孙某、孙某凯共同

出资修建案涉房屋， 后某县人民政府

拟改扩建安置区建设， 在依法进行勘

丈、公示并取得相关审批后，某镇人民

政府开始实施改建项目并与房屋所有

权人第三人孙某、 孙某凯签订房屋拆

迁安置补偿合同， 并支付了全部拆迁

安置补偿款。 后原告高某以镇政府明

知其不同意拆迁， 未与其协商便强制

拆除案涉房屋为由， 请求确认案涉行

政合同无效。 法院依法确认案涉行政

合同合法有效， 驳回原告高某的诉讼

请求。

在执行方面， 全省法院受理涉脱

贫攻坚执行案件 3564 件， 执结 3402

件，执行到位金额 9187.2 万元。 在某

县国土资源局申请执行某联药业有限

公司排除妨害执行案中， 被执行人某

联药业有限公司所处地块系县易地扶

贫搬迁重点项目建设地， 该公司厂房

及机械设备的拆除搬离直接影响县易

地扶贫搬迁项目工程建设进度。 为确

保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同时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利益不受损

害，法院科学制定执行方案，仅用 9 天

时间便完成了该地块上厂房及设备的

拆除搬迁工作， 力保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建设进度不受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强）

服务和保障易地扶贫搬迁

贵州省法院通报

相关典型案例

今年1至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