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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中建二局第

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美的置业

西南区域公司共同承办的“安全

精筑，智慧赋能” 高质量安全发

展暨基于 IOT 平台的智慧工地

管理观摩会在贵阳美的国宾府项

目举行。

此次来宾们分别在美的国宾

府三期四标项目的临边预警体验

区、特种设备巡更、吊篮监测展示、

园林穿插、5M 智慧健康社区、 智慧

安全帽等智能模块 20 余项观摩点

进行实地体验。 通过智慧工地系统

现场演示，不仅让大家了解了智慧

科技在生产建设当中的前瞻性意

义，更是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与美的置业集团共同携手

面向新时代社会大众的一次果敢

“亮剑” ， 为推动贵州建筑行业转

型升级助力。

“实时定位、轨迹查询、撞击报

警、佩戴监测、语音播报、区域报警

……” ，这就是项目的智慧安全帽。

在项目，每一位工人都免费拥有这

样一顶独特的专属智慧安全帽，能

安全放心地工作。

据介绍， 戴上这 “智慧安全

帽” ，无论在工地的哪个角落，智

慧中心大脑都能立即找到你，随时

能够守候你；如果你的头部遭受到

了意外撞击，智慧中心大脑会马上

发出警报，派人来帮助你，如果你

到靠近危险的洞口边缘，它会立即

让监控摄像头语音提醒你注意安

全。

此外，大家还体验了智慧工地

的门禁系统、实时监测系统、环境

监测设备等。

贵阳市住建局相关领导、中建

二局三公司、美的置业集团、业主

代表、媒体等近 200 人参加了当天

的现场观摩。 5 月 23 日，美的国宾

府三期四标项目还将举行一次业

主开放日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本报讯 昨日下午，2020

年“创客中国” 贵州省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贵阳赛区

初赛项目交流活动在观山湖

区摩根中心举行。 因疫情防

控需要， 此次活动采取线上

远程视频和线下会场相结合

的创新方式开展。 据悉，目前

贵阳赛区已有 65 个项目报

名参赛， 报名时间截止到本

月 26 日。

据了解，“创客中国” 中

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是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和财政部联合

主办的世界性创业大赛，旨

在通过大赛系列活动激发创

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营造

创新创业氛围， 共同打造为

中小企业和创客提供交流展

示、产融对接、项目孵化的平

台， 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项

目和优秀团队。 2016 年至今，

“创客中国” 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大赛连续成功举办四

届， 全国共征集 3.5 万个参

赛项目， 选拔并培育了一批

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项目，

已成为众多中小企业交流展

示的知名平台。

2020年“创客中国” 贵州

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贵

阳赛区初赛拟通过大赛为抓

手，征集一批贵阳市优质的创

业项目，并通过专家开展市场

开拓、团队建设、商业模式、融

资对接等一系列的辅导，助推

企业更好发展，力争培育一批

“专精特新”优质项目。

本届大赛将评选出一等

奖、 二等奖、 三等奖 30 个项

目，推荐参加省级复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本报讯 近日，贵阳市委、市政府

印发《贵阳市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方案》， 结合全

市食品安全工作实际， 全面部署实

施食品安全战略有关工作， 扎实推

进食品安全工作改革发展。

《实施方案》全面贯彻落实中

央、省有关部署，从 4 个方面 28 条

提出全市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

作的具体措施， 深入贯彻落实食品

安全“四个最严” ，贯彻最严谨的标

准、实施最严格的监管、实行最严厉

的处罚、坚持最严肃的问责；严把产

地环境安全关、 农业投入品生产经

营使用安全关、 粮食收储质量安全

关、食品加工质量安全关、食品流通

销售质量安全关、 餐饮服务质量安

全关食品安全“六道关口” ；健全食

品安全治理现代化“八大体系” ，明

确健全全市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

体系、食品安全属地责任体系、食品

安全监管治理能力体系、 食品安全

检验检测体系、 食品安全风险预警

交流体系、食品安全应急处置体系、

食品产业发展支撑体系、 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体系； 深入实施风险评估

专项行动、 农药兽药使用减量和产

地环境净化行动、 校园食品安全守

护行动、 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行

动、食品生产“小作坊” 提质行动、

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 保健食品

和婴幼儿配方乳粉专项行动、“优

质粮食工程” 行动、“双安双创” 示

范引领行动等食品安全放心“十大

行动” 。

《实施方案》旨在从解决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入手，按

照安全第一、问题导向、预防为主、

依法监管、改革创新、共治共享的原

则，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提高

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能力，提

升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水平，

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

据悉，《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底，贵阳市基于风险分析和

供应链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初

步建立，到 2035 年，基本实现食品

安全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食品安全标准水平进入国内前

列， 产地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等

工作目标。 （罗婧 刘慕轩）

贵阳市出台相关工作实施方案

今年 初步建立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让“智慧”深入贵州建筑工地

美的置业举行智慧工地管理观摩会

“创客中国” 邀你来报名

活动现场

贵阳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

及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阳公交集

团获悉， 为切实满足沿线乘客全面复

工复产的乘车需求，5 月 25 日起将开

通花溪大道公交专线（高峰专线）。

新辟线路： 黔爽巴士 “中曹路

口—纪念塔” 高峰专线 （周一至周

五）。

1.始发、终点站：中曹路口—纪念塔

2.具体线路走向：

去向： 中曹路口—中曹司站—复

烤厂—干平路口—甘荫塘轨道站—甘

荫塘—四方河路站—通银配件城—皂

角井站—（行驶人民大道）—省体育

馆—人民大道 （南）—贵惠路口—河

滨公园—箭道街口—纪念塔。

回向：纪念塔（贵阳大剧院）—陈

家坡—纪念塔—箭道街口—河滨公

园—贵惠路口—人民大道 （南）—省

体育馆—（行驶人民大道）—皂角井

站—通银配件城—四方河路站—甘荫

塘—甘荫塘轨道站—干平路口—复烤

厂—中曹司站—中曹路口。

3、发车时间：中曹路口发车时间：

7:20、 7:40、 8:00、 8:20；纪念塔发车

时间：17:00�、17:20、 17:40�、18:20。

4、执行票价：3 元 / 人次，普通 9

折 IC卡有效，各种减、免卡无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岳欢）

花溪大道开通

高峰公交专线

始发、终点站：中曹路口—纪

念塔

本报讯 5 月 22 日，贵阳市委

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 党外人士座谈会和

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近

期省委安排部署， 研究我市贯彻

落实措施。 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

记、 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赵德明

主持并讲话。

市政协主席王保建，贵安新区

党工委副书记朱桂云， 市委副书

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向虹翔，贵安

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张吉兵，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市政协和贵安新区有关领

导同志参加。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近

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党

外人士座谈会和山西考察时的系

列重要讲话， 就克服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 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

作出重要指示， 为我们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

个维护” ，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

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抓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更加有

力有序有效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强调，要抓紧抓实抓细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对防控漏

洞再排查、 对防控重点再加固、对

防控要求再落实，加强对无症状感

染者的监测和防控， 保证及时发

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

的常态化防控机制有效运转，确保

对突发疫情做到“四早” 。 要扎实

抓好中小学、幼儿园全面开学后的

疫情防控，加强影剧院和会议会展

活动开放后的防控措施，决不能让

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

弃。 要总结推广“五一” 期间疫情

防控和复业复市的经验做法，适时

更新和发布日常防疫指引，完善常

态化防控举措，促进消费和经济加

快回升。 要充分认识和运用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取得抗击疫情

的重大战略成果和宝贵经验，创造

条件支持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

士参与防疫情、促发展，进一步凝

聚各方面智慧力量。

会议强调，要按时高质量打赢

脱贫攻坚最后总攻歼灭战，聚焦突

出问题强弱项补短板，在剩下一个

多月的“窗口期” 里，更多地发现

和解决问题，切实巩固脱贫、防止

返贫。 要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做大做强做优农业主导产业，加快

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农

业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水平。 要

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扎实

推进“五个体系” 建设，抓好产业

培育和就业帮扶， 真正做到搬得

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要着力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农村

延伸，健全“三治融合” 乡村治理

体系，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

机衔接。

会议要求，要认真巩固拓展主

题教育成果，持续强化创新理论武

装，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

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

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

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不懈奋斗，

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

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本报讯 受疫情影响，今年暂不举

办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5 月

21 日，数博会执委会官方发布，今年 6

月 -9 月将举行数场企业自主发布活

动，现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发布内容。

数博会官网发布 ， 围绕打造

“国际性盛会、世界级平台” 和“永

不落幕的数博会” 目标，数博会执

委会决定今年下半年实施“永不落

幕的数博会———2020 全球传播行

动” 系列区域性活动。 作为数博会

核心板块之一的“数博发布” ，将在

2020 年 6 月 -9 月举行数场企业自

主发布活动， 采用线上和线下形式

重点发布大数据企业新技术、 新产

品、新应用、新成果。 现在全国范围

内征集发布内容， 征集时间为每月

1 日至 10 日，审核时间为每月 10 日

-15 日， 发布时间为每月 26 日 -29

日。

据悉，该活动是 5 月 14 日数博会

官方宣布下半年将开展“永不落幕的

数博会———2020 全球传播行动” 系列

区域性活动后，首个发布的活动征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游红）

“2020 数博发布” ：

征集大数据企业

自主发布内容

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

杨厅举行的鉴定收购老酒活动火爆进行中。 此次，专门

开展一次针对贵州名酒的收购大会， 在此时成交比平

时要多卖不少钱， 不妨来试一试。 还可以免费上门收

购，收购条件比较宽松，收购品种多样，只要是贵州生

产的名酒都可以拿来卖上高价钱。 只要您一个电话在

家就可以轻松完成交易。 不用花一分钱享受最优质的

服务，即使不成交也没有任何损失，不妨打电话来试一

试。

收购多样化 机会很难得

本次活动同时向市民收购新老茅台酒、 茅台年份

酒、茅台各种定制酒，董酒，黔春，习酒，习水大曲、鸭溪

窖酒、湄窖、平坝酒、安酒、怀酒等贵州名酒及，五粮液、

郎酒、全兴大曲、泸州老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汾酒

等各类全国名酒均在列。 本次活动权威性强，现场鉴定

鉴定人员均是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资深专家， 他们具

有很好的专业水平和职业操守。

全国较高价收购 诚信为本获市民认可

主办方承诺以全国较高价收购各类老酒，单瓶量大

或者整箱酒价格会更高。 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操作规范

流程，诚信为本，绝不随意压价，最大限度保障市民的

利益。 总之，收藏馆将以更高的价格、更优的服务带给

市民更多的实惠。

地 址：枣山路 95 号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灵

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 13765833586�

广告

明日起开展董酒、习酒专场收购大会

鉴定权威 服务优质 价格全国较高

贵州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贵阳赛区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