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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0 年 5 月 26 日，是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40 周年社庆的

日子。“四十年风雨兼程、四千万真

情回报” ，值此社庆之日，贵阳日报

传媒集团主动履行主流媒体的社会

责任，拟免费提供价值 4000 万元的

广告助力脱贫攻坚，“贵阳融媒扶贫

特色行动之‘晚报肆零’ 4000万元

广告精准扶贫”活动即日起启动。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

一。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贵州脱

贫攻坚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

求贵州省“尽锐出战、务求精准，确

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 。 在贵阳

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以“助农团

团” 为代表的贵阳融媒扶贫特色系

列活动正在贵阳市如火如荼地展

开， 作为贵阳融媒扶贫特色行动的

组成部分，“‘晚报肆零’ 4000 万元

广告精准扶贫” 活动由贵阳市委宣

传部主办，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承办。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此次拿出 4000

万元广告资源， 就是要与贵州人民

一起坚决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彻底撕掉贵州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

标签。

本次 4000 万元广告资源主要

面向贵州省内各县乡村农副产品、

乡村游景点以及省内 3A 级以上旅

游景区投放。 广告投放平台为贵阳

日报、贵阳晚报、贵阳网、贵阳头条、

ZAKER 贵阳、贵阳晚报微信、贵阳晚

报黔生活微信号等。 所有符合以上

要求， 有广告投放需求的商家均可

与贵阳日报传媒集团联系， 活动至

2020年 12月 30日截止。

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广

告刊登方需提供广告文案（内容简

洁、 主题鲜明、 积极健康）、 图片

（1290×1080p×分辨率 300）等素

材， 广告刊登的具体形式及排期以

协商后确定为准。 精准扶贫广告刊

登 联 系 方 式 ：0851-85842830��

85860467。（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四十年风雨兼程 四千万真情回报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启动 4000万元广告精准扶贫活动

本报综合消息 省政府批复同意

白云经济开发区扩区和调整区位，将

贵州碧江经济开发区变更认定为贵

州碧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研究， 省政府近日对贵阳市

人民政府报送的《关于白云经济开

发区扩区和调整区位事宜的请示》

作出批复。 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 同意白云经济开发区将原

批复的麦架片区、黑石头片区、沙文

片区三个片区调整为麦架片区、沙

文片区、沙田片区。

二、 同意白云经济开发区将原

批复的区域面积调减 650.6 公顷，

主要包括黑石头片区、 麦架片区环

城高速内的已建城市功能区、 沙文

片区的部分居住区。

三、 调整区位后的白云经济开

发区区域面积为 1831 公顷。 其中，

麦架片区“四至范围” 为东至大氧

路，南至环城高速，西至观云大道，

北至靛山山脚的青山路沿线； 沙文

片区“四至范围” 为东至贵遵高速、

盐沙大道，南至同心东路，西至数博

大道、科才路，北至沙文立交；沙田

片区位于贵阳高新区东北区域的同

城大道沿线，“四至范围” 为东至贵

遵高速，南至青山路，西至科创北路

延伸段附近，北至沙田水库。

四、调整区位后的白云经济开发

区要紧紧围绕“把开发区建设成为

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引领区、 高水平

营商环境的示范区、 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集聚区、 开放型经济和体制

创新的先行区” 的总体要求，持续

推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 要遵

循强化精简原则， 健全完善开发区

管理体制，优化营商环境；要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 完善开发区产业发展

规划，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培育外贸

发展新动能，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产业

集聚、资源集约、绿色发展，积极探

索发展新路径、新经验，切实发挥开

发区的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

五、 调整区位后的白云经济开

发区在开发建设中， 要严格执行国

土空间规划，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

源，坚持以工业用地为主，提高单位

土地投资强度，提升亩均土地效益，

按规定程序履行建设项目和用地报

批手续，切实做到“规划一片、开发

一片、收效一片” 。

批复要求， 贵阳市要加强组织

领导， 抓紧编制完善区内国土空间

规划及相关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并按程序组织论证和报批，为国

有土地出让和项目建设提供依据；

省商务厅要会同省有关部门和单位

进一步加强指导和服务， 切实推动

白云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经研究， 省政府近日对铜仁市

人民政府报送的《关于请求将贵州

碧江经济开发区变更认定为贵州碧

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请示》作

出批复。 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 同意将贵州碧江经济开发

区变更认定为贵州碧江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二、 贵州碧江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四至范围和核准面积以《中国

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年

版）为准。

三、 贵州碧江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规划、 环评沿用贵州碧江经济

开发区审批手续， 土地集约利用评

价沿用贵州碧江经济开发区最新评

价结果。

批复要求，铜仁市要加强组织领

导， 及时调整完善贵州碧江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机构， 按程序报

省委编办等有关部门及时办理管理

机构名称调整等事宜， 并尽快组织

编制贵州碧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贵州碧江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纳入省科技创新领导

小组统筹指导， 确保落实相关政策

措施，研究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省科技厅要会同省有关部门进一步

加强指导和服务， 帮助贵州碧江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切实解决建设发

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促进贵州

碧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快速健康

发展。

批复要求， 贵州碧江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按照布局集中、产业聚集、

用地集约、特色鲜明、规模适度、配

套完善的要求，围绕新材料、大健康

和电子信息产业等加快产业聚集，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尽快将贵州碧

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成为特

色鲜明、 有竞争力的省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经省政府批复 我省两个经开区有变化

白云经济开发区扩区和调整区位；贵州碧江经济开发区变更认定为贵州碧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老师好！ ”“同学们好！ ”

在度过了 4 个多月的超长假期

后，5 月 25 日，贵阳市各幼儿园、小

学的同学们迎来了“开学季” 。为了

回到久别的校园，与老师、同学们相

会，一大早，同学们整装待发，毫不

懈怠；为了迎接孩子们回到校园，在

学校度过一个愉快的学期， 一个多

月来，学校一直在细心谋划，精心准

备……

5 月 25 日清晨， 记者来到贵

阳市省府路小学校门外看到，“做

好防护 守护安全———快乐复学”

的彩旗迎风飘扬， 彩旗和警戒线一

起，组成了学生返校通道。

“家长请走外侧道，学生走内

侧……” 7:45，是五年级学生错峰进

校的时间，校门两侧向外扩散 20 米

的距离内， 学校均安排了老师指导

学生返校。

经过人体测温后， 同学们进入

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群同学

手持“微笑重逢”“欢迎回校” 等手

牌，站在校园两侧组成迎宾道，迎接

同学们进校。

“本来还担心一回学校就要开

始紧张的学习，但是，今天都没有上

新课，感觉很轻松。 ” 一名四年级的

学生对记者说。

这一“不上新课” 的现象，是

贵阳市在保护学生身心健康过程

中，作出的具体实践。

上午 9:20，五（4）班迎来新学

期的第一节数学课。和以往不同，这

堂课， 老师并没有教授学生们新内

容，而是和同学们“聊天” ，聊“数

学应该怎么学”这一话题。

“由于担心疫情过后，孩子们

对复学产生不适应，因此，开学的第

一周， 我们设置成学生的缓冲过渡

期。 期间，学校不会上新课，也不会

进行考试， 等学生逐步适应校园的

学习生活环境后， 再正常开展教育

教学。 ” 该校副校长王艳说。

据王艳介绍，适应期内，学校老

师不会给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和压

力，严禁老师采取抢时间、抢进度的

“报复式” 教学方式，将结合学生实

际情况，把握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控

制课堂教学容量。

“这次抗疫中，像钟南山老爷

爷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明星、英雄

……”

“经过这场疫情，我懂得了要

锻炼身体，要有好的卫生习惯，养成

良好的生活方式才能抵御疾病

……”

在班会课上，记者发现，学生

们的发言，涉及祖国、英雄、责任、科

学、生命、自然、世界、真话、学习这

九大元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尹香力

春风十里 不如校园有你

贵阳市第三批学子复学返校侧记

全球首部多语种《数典》的首发

意义重大。 《数典》的研究和出版，是

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继块数据、数

权法、主权区块链“数字文明三部曲”

之后推出的又一大创新项目， 是中国

数谷贵阳大数据发展理论创新和实践

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国家大数据（贵

州）综合试验区的标志性品牌，是中

国乃至全球大数据发展标准创新的重

要里程碑。

一、《数典》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数典》是迄

今为止全球首部全面系统研究大数据

标准术语体系的多语种专业工具书。

一是组织的高效性。《数典》从提

出到策划、从研究到出版，涉及研究机

构、翻译机构和专家学者数百人，历时

300多天。 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贵阳

市委市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确保《数典》研究、翻译、出版、宣

传工作有序快速高质量进行。

二是研究的前瞻性。《数典》的价

值，最重要的体现在它的体系上。这个

涵盖大数据基础、大数据战略、大数据

技术、大数据经济、大数据金融、大数

据治理、大数据标准、大数据安全、大

数据法律等九个方面的体系架构，彰

显出《数典》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前瞻

性。

三是出版的权威性。《数典》由科

学出版社出版， 本身就是权威性的体

现。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是我国最

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 也是国家

三大出版传媒集团之一。

四是影响的国际性。《数典》开创

性地提供了 11 种语言的对照，覆盖了

全球 4 大语系、11 大语种， 语言的使

用范围覆盖全球 6 大洲的 200 余个国

家和地区，形成了统一规范、符合国际

通用规则的多语种学术话语体系和术

语标准体系。

二、《数典》的出版究竟给我们带

来了什么

全面理解这段评语， 至少可以从

四个层面去解读：

一、《数典》的研究和出版引领着

中国乃至全球大数据的发展方向，以

大数据标准术语体系为核心的 《数

典》正在成为大数据发展的战略制高

点和重要风向标。

二、《数典》作为一项国际工程科

技知识， 正在形成大数据领域的国际

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这对加快提升

我国在大数据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

权方面，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三、《数典》 成为推动 “一带一

路”的发展服务催化剂。 众所周知，国

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心相通的关键是语言通。《数典》的多

语种对照术语体系为推动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普及和应用大数据，加

快发展数字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对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产生积

极有益的影响。

四、《数典》彰显出贵州贵阳发展

大数据的坚定决心、 强大动能和责任

担当。

三、《数典》出版后的行动计划

一、 数典工程三大平台建设已经

全面启动。 二、编辑出版《大数据百科

术语辞典》。 三、对接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以《数典》多语种服

务助力科技冬奥。《数典》及其平台服

务将成为中国举办一届“精彩、非凡、

卓越”冬奥会的又一重要科技支撑。

作者：连玉明 (全国政协委员、贵

阳市委市政府首席战略顾问、 大数据

战略重点实验室主任)

贵阳的大数据

告诉世界什么

兼论《数典》的时代价值和

世界意义

检测体温 尹香力 摄

上学第一天 郭然 摄

欢迎同学返校 郭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