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第 51 个“世界地球日” 到来

之际， 贵州省贵阳市第十五中学开

展了以“倡导环境保护 珍爱美丽地

球” 为主题的垃圾分类趣味竞赛活

动。 旨在通过活动的开展，让同学们

在寓教于乐中学习如何进行垃圾分

类，传递节能低碳环保理念，树立保

护环境、爱护地球的意识。 赵松 摄

4 月 21 日，全国第一家商品房

“寄卖竞买” 超市在贵阳市大十字

广场太平洋大厦贵州省房地产交易

市场五楼交易大厅开幕。

房屋银行商品房 “寄卖竞买”

超市由贵州省房地产交易市场主

办，超市坚持贯彻 4 月 17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重申的“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目的是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为

市民开辟一个“安全、公道、便捷”

的房地产交易平台。

房屋银行商品房 “寄卖竞买”

超市实行信息对称，没有中介，交易

的房屋由开发商直接提供， 公开挂

牌， 市民们像在超市里选购日用品

一样选购房子。

商品房“寄卖竞买”超市实行科

学定价，透明竞价，公平、公正、公开的

市场原则。开发商提供商品房，公开挂

牌经贵州省房地产研究院市场研究室

专业测评出的区间价格，购房者与开

发商参照区间价格直接议价交易。

此次超市开幕式开办的商品房

尾盘专场由贵州海泓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提供的 35套尾盘商品房，位

于贵阳市云岩区宅吉路 88 号，距已

运行的地铁一号线南垭路站 70 米，

背靠贵阳市区最大的森林公园鹿冲

关公园，容积率 1.8

%

，被市民们称

为都市里的现代化村庄， 挂牌区间

价为每平方 6500-7500 元。 这个区

间价格真实显现了周边商品房价格

的真实性。 （广迅）

本报讯 4 月 20 日， 市市场监

管局和市禁毒办联合开展贵阳市特

殊药品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专项

检查，专项检查即日起持续至 2021

年 3月 10日。

此次专项检查按照 “严格监

管、 检查到位、 重点跟踪、 确保安

全” 的原则，突出重点品种、重点环

节和重点内容，对麻醉药品、精神药

品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企业

开展全覆盖检查， 重点检查药品销

售渠道、 药品流向以及购买方资质

审核等情况， 督促企业落实第一责

任人的责任，严格特殊药品生产、购

销、发货、储运及企业从业人员等环

节的管理，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严防特殊药品流入非法渠道。 同时

严格落实“最严厉处罚” 要求，对检

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查

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对

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婧）

本报讯 贵安新区高峰镇近日

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举行签

约仪式，接下来，新希望六和股份有

限公司将投资 5 亿元， 在高峰镇建

设占地约 1000 亩的“种养一体” 的

生态循环农业产业， 建成后可年出

栏生猪 20 万头，带动约 8 亿元的相

关产业发展。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计划

在高峰建设生猪养殖项目，具体包

括在高峰镇全额出资建设新希望

贵安高峰“产业一体化” 20 万头生

猪养殖基地，实现规模化发展。 总

投资约 5 亿元。 一期投资约 1.4 亿

元（流转一般农用约 200 亩），建成

8 条生产线 （容量为 3000 头 /

条）。 二期投资约 3.6 亿元（流转

一般农用地约 700 亩）， 建设完善

整个养殖产业链条。 该项目建设完

成后，可实现年出栏 20 万头商品猪

规模。

项目计划选址在高峰镇老胖村

岩上组和栗木村活龙林场两地，现

阶段一期为老胖村岩上组地块。 该

项目将计划打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循

环农业项目和可追溯的食品安全产

业项目。

据介绍，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

公司涉及饲料、养殖、肉制品及金

融投资、商贸等，业务遍布全国及

越南、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美国

等 30 多个国家。 公司获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食品放

心企业、2017 全国十大领军饲料企

业、主体信用等级

AAA

、中国肉类

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示范项目

企业、2017 福布斯全球 2000 强等

荣誉称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打造循环农业项目，建成后可年出栏生猪 20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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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花溪大学城松柏环线北段

道路工程

柏环线北段道路工程起点

接黔中路与南环高速交叉点，道

路由西向东前行， 途经栋青路、

环城市域快铁、恒大、思杨路北

延伸段， 终点接花溪区明珠大

道。 该道路可接花冠路快速至省

委， 道路等级为城市结构性干

道，全长 5.69 公里，其中贵安新

区段 1.64 公里， 道路红线宽度

40 米，双向 6 车道，两侧预留 30

米绿化带，设计时速 60 公里，为

后期道路拓宽、立交、有轨电车

等建设预留条件。

该项目为贵阳贵安互联互

通重点项目， 总投资 3.1 亿元，

目前正在进行地勘等工作，将于

近期开工修建。

2、 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创

业路道路工程

结构性主干道，设计速度 60

公里 /小时，起于黔中大道，止于

松柏环线北段（贵阳段）， 全长

1.8公里，宽 40米，双向六车道。

该项目为贵阳贵安互联互通

重点项目，年度投资 2.8 亿元，目

前正在进行前期手续办理和征地

拆迁工作。

3、 贵安新区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园北区路网工程

道路全长 21.56km， 由横一

路、横四路、场坝路等 13 条道路

组成。

该项目总投资 17.9 亿元，于

2016 年开工修建，目前路基工程

完成 40%左右， 目前正在开展路

面工程施工。 年度投资 1.5亿元。

4、贵安医院（一期）

项目按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的标准建设，一期按照床位 1500

张规模建设。 项目总建筑面积

319000 平方米，其中医疗区建筑

面积 158850 平方米，科研办公区

建筑面积 11550 平方米， 地下室

建筑面积 148600 平方米，停车位

3770个。

该项目于 2015年开工建设，

总投资 39亿元， 目前住院大楼、

门诊大楼等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正在开展装饰装修工程， 重点推

进倒班宿舍和能源中心建设。 年

度投资 15亿元。

5、 贵安高铁站东广场及地

下空间工程

总建筑面积为 130165 平方

米， 其中地下负一层 61658 平方

米，地下负二层 52724 平方米，地

铁站厅层公共区面积 15783 平方

米 （不含土建、 仅含机电及装

修）；景观广场 66930平方米。 主

要建设综合换乘大厅，至地铁、出

租车、长途及公交换乘通道，社会

停车场及出租车上客带， 必要的

配套商业及集中商业。

该项目总投资 17.5 亿元，

2016 年开工， 目前主体结构实

施完毕，剩余附属工程。 年度投

资 6 亿元。

6、贵安高铁站市政接驳工程

工程总建筑面积 82000 平方

米， 其中换乘中心 3428 平方米，

轨道交通土建预留工程 56574 平

方米，高架平台及车道 9925 平方

米， 高架平台投影范围内的站前

平台 12082 平方米。 主要建设内

容含土建、装饰、机电工程、路面

工程、风水电工程。

项目总投资 10.5 亿元，2014

年开工建设， 主体结构实施完

毕，剩余附属工程。年度投资 1.5

亿元。

7、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党武

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建设内容包括 1960 套安置

住房， 总建筑面积 529011 平方

米， 其中住宅 350840 平方米，配

套商业及公建配套用房 44852 平

方米，停车位 3703 个，地下建筑

面积 133319.2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 29.5 亿元，年度

投资 5.5亿元。

8、贵安新区中航发高温合金

涡轮叶片制造标准厂房项目

400 亩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

生产基地， 建筑面积 75000

m

㎡，

建成后实现年产 70 万件发动机

洞轮叶片。

项目总投资 26 亿元，年度投

资 3亿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总投资1100亿！ 贵安有大动作

贵安新区开投公司发布 2020 年重点项目

本报讯 近日，贵安新区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发布 2020 年重点项目

名单，总计 142 个项目，其中城乡基

础设施项目 39 个、 公共服务项目

68 个、城市功能配套项目 35 个，总

投资 1100 亿元，2020 年年度投资

150 亿元。

据了解， 开投公司立足贵安新

区“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综合开发、

市政运营” 三位一体广义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业务提供商发展定位，按

照“建城市、聚人气、广招商、兴产

业” 的总体工作部署，牢牢抓住“贵

安贵阳融合发展” 重大机遇和“贵

安 8条” 重大政策优势，全面推进项

目高质量建设。

142个项目紧紧围绕 “强基础

设施、优公共服务、精功能配套” 的

核心理念，全面覆盖贵安新区城市

发展所需各类基础设施。1100 亿总

投资规模是近三年来的新高，而

2020年固定投资占贵安新区的

40

%

以上。

城乡基础设施项目方面， 开投

公司着力构建城建基础设施体系，

支撑城市运转需求， 计划实施项目

39个，总投资 281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33 亿元。 投资主要涉及三个方

面：一是完善市政道路路网布局，重

点实施贵安高铁站前功能区路网、

花溪大学城花燕路南段、人才路、博

士路、贵安新区平安大道等项目；二

是推进城市轨道交通网络， 有序推

进贵安新区核心区段地下空间及联

络通道配套工程、 贵安新区改建铁

路湖林支线湖潮至清镇段外迁工程

等项目； 三是优化市政管网供水体

系， 加快实施花溪大学甲秀南路雨

污管网、小寨水厂等项目。

公共服务项目方面， 开投公司

着重推进优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

务资源均衡布局，计划实施项目 68

个，总投资 331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2 亿元。 主要投资领域为：一是增

加医疗资源供给，重点推进贵安医

院项目、贵安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马场镇卫生计生院等项目；二

是继续实施一批职业教育和普通

中小学建设项目，包括贵安职业学

院、贵安新区民族中学、普贡中小

学、花溪大学城初高中、马场镇中

心幼儿园等项目；三是加快文化等

设施建设，推进建设贵州省档案馆

新馆一期、贵安新区档案馆及城建

档案馆等项目。

城市功能配套项目方面， 开投

公司着重提升现代城市功能配套水

平，努力打造高效、绿色的社会治理

格局，计划实施项目 35 个，总投资

48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5亿元。主

要投资方向为：一是围绕“建城市、

聚人气” 的要求， 继续推进综合体

（三）、贵安新区马场科技新城商业

综合体、 贵安新区绿色金融港 （一

期）等商业开发项目；二是围绕“广

招商，兴产业” 的思路，加快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园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一

期工程厂房、 标准厂房二期等产业

配套项目；三是生态环保等，补齐补

足城市短板。

据了解，今年以来，开投公司一

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

一季度完成固定投资 20.09 亿元，

超额完成了阶段性目标。 接下来，

开投公司将根据安排部署，有序推

进投资工作，确保完成年度预安排

计划。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部分项目介绍

贵安新区高峰镇签5亿元大单

本报讯 进入谷雨时节后，降雨

增多，湿度加大。今起三天我省降雨

较多，多为阵雨或雷雨，局地可达中

到大雨甚至暴雨。

据省气象台预报显示，21 日至

23 日各地气温逐渐下降，大部气温

下降 3-7℃ ， 西南部气温下降

5-10℃， 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至

8℃左右。 24日起，中东部气温会逐

渐回升。

具体预报为：21 日， 全省各地

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南部和东部地

区局地有中到大雨；22 日至周四 23

日， 全省各地白天阴天， 夜间有阵

雨， 西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24

日至 26日， 西部地区阴天有阵雨，

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 中东部地区

气温逐渐回升。

贵阳市未来三日气温较凉爽，

在阵雨的叨扰下最高气温也没有攀

过 2字头，最低气温仅个位数，早晚

仍较凉， 早出晚归的市民要注意增

减衣服、常备伞具。 具体预报为：20

日夜间到 21日白天，阵雨或雷雨转

阴天， 气温 11～15℃；21 日夜间到

22 日白天，阴天，夜间有阵雨，气温

9～14℃；22 日夜间到 23 日白天，

阴天有阵雨，气温 7～11℃。

据最新监测，全省有 43县（市、

区）已进入多雨期，本周气温总体维

持偏低态势，气温偏低对辣椒、烤烟

移栽及水稻育秧等农业生产可能有

不利影响，农业人员需加强防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今起三天全省大部要降温

最低气温降至 8℃左右

贵阳市特殊药品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专项检查启动

严防特殊药品流入非法渠道

全国首家商品房

“寄卖竞买”超市在贵阳开业

开发商与购房者直接交易、信息对称没有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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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环境保护 珍爱美丽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