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在八一建军节即

将来临之际，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

贵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陈晏率队走访慰问贵阳警备区、解放

军 95580部队及抗美援朝老战士，向

他们致以节日慰问和诚挚祝福。

贵阳市委常委、 副市长孙志明，

贵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胡明，市政府

秘书长许俊松参加。

当天， 陈晏先后来到贵阳警备

区、解放军 95580 部队，与部队官兵

交流座谈，认真听取部队工作情况介

绍。 他说，一直以来，驻筑、驻贵安部

队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紧

紧围绕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聚力备战打仗，强化改革创新，

不断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出色完成了部队建设、国防动员、双

拥共建等各项任务，在军地协同、军

民融合、脱贫攻坚、疫情防控、抢险

救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统

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将认真

履行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政治责

任，加大“双拥” 工作力度，全力为

部队官兵、 退役军人和军属解决实

际困难。 在抗美援朝老战士张绍荣

家中， 陈晏首先向老战士表达了崇

高敬意和真挚问候, 仔细了解老人

身体和生活状况，祝愿他健康长寿、

幸福快乐， 并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

部门延续拥军优抚光荣传统， 认真

做好服务保障， 让老战士切实感受

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温暖。

陈晏强调，今年是按时高质量打

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实现“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做好

今年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当前，

贵阳市、贵安新区正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 任务，加快推动贵阳贵

安融合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希望广大官兵充分发

挥优势，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

队所能，狠抓练兵备战、提升打赢能

力，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

设，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不断开

创军地共建、军民团结新局面，为贵

阳贵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观山湖区，市直有关部门、贵阳

警备区和解放军 95580 部队有关负

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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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

月 31 日，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

赵德明走访慰问驻筑部队和抗美援

朝老战士及退役军人并座谈， 代表

市四大班子和全市人民向驻筑部队

全体指战员、 民兵预备役人员以及

全市军烈属、革命伤残军人、转业复

员退伍军人、 军队离退休干部致以

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对他们多年

来为贵阳改革发展稳定作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

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向

虹翔主持座谈会。 市委常委、市委秘

书长刘本立参加，解放军 96794 部队

政委吕洪波、副部队长尹冲参加。

来到解放军 96794 部队，在听取

部队工作情况介绍后， 赵德明指出，

解放军 96794 部队是一支政治坚定、

作风优良的优秀部队。 近年来，部队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

军事战略方针，坚定举旗铸魂，聚力

练兵备战，从严正风肃纪，视驻地为

故乡、把群众当亲人，积极支持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在部队现代化建设稳

步推进的同时，双拥共建迈出新的步

伐。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部队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助力脱

贫攻坚、遂行急难险重任务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赵德明表示，当前，贵阳贵安正

围绕“一品一业、百业富贵” 发展愿

景，大力发展以中高端消费和中高端

制造为重点的实体经济，各项事业呈

现出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希望部队始

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以

强军目标为引领， 持续加强练兵备

战，继续大力支持驻地建设，为贵阳

贵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贵阳贵安将继续弘扬拥军

优属光荣传统，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

障工作， 满怀真情为部队排忧解难，

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进一步巩

固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

政军民关系，奋力谱写“双拥共建”

新篇章。

随后，赵德明走访慰问了抗美援

朝老战士王兴顺、退役军人刘治彪和

侯淑英。 他强调，退役军人为国家为

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

宝贵财富，贵阳贵安各级党委、政府

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关于退役军人

的各项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

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让他们

充分感受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关怀、温暖和尊崇。

观山湖区、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德明走访慰问驻筑部队和抗美援朝老战士及退役军人时强调，不断巩固

发展军政军民关系

奋力谱写双拥工作新篇章

陈晏在走访慰问驻筑、驻贵安部队和老战士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不断开创军地共建军民团结新局面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3周年。 八一建军节来临

之际，7月 31日，来自社会各界的百余位市民走进武警贵阳

支队参加 2020 年“军营开放日” 活动，参观军事科目展演、

国防教育宣传展板、连队内务建设等，亲身体验野战炊事，

共叙军民情谊，共谋融合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武警贵阳支队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7 月 31 日，记者从贵州

省“全省通办、一次办成” 首批事项

新闻发布会暨上线仪式上获悉，目前

“全省通办、一次办成” 首批上线的

671 个事项已具备“就近交件、远程

办理、一次办成” 的条件，可以满足

企业群众“就近交件、远程办理、邮

政送达”的办事需求。

据悉，贵州省将“事项、大厅、系

统”作为“全省通办、一次办成”改革

的关键要素，确保“事项看得懂、大厅

能连线、 系统能通办” 。 首批上线的

671个事项涉及 36个行业，统一编制

办事指南和审查要点，指导市县按照

一个标准实施，并建立纠错机制和动

态调整机制，让企业群众、窗口人员、

审批人员看得懂、能办事。

其中，按照“就近窗口收件受

理、属地部门窗口审核办理” 模式，

贵州全省 109 个县级以上实体政务

大厅配齐远程视频协助所必需的高

清摄像头、耳机、麦克风、高拍仪等

通用设备，建立协同办理授信、异地

受理协同联动等通办窗口运行规

则，助力实现“异地收件、远程受

理”“异地受理、远程办理” 。 大力

推进“一云一网一平台” 建设，在贵

州政务服务网基础上建设 1 个全省

通办系统，支撑“全省通办” 不同类

型业务的全流程办理。同时，与自建

业务系统实现用户互认、入口统一、

事项申请、过程、结果等数据适时共

享。

下一步， 贵州省还将在集成办

理、跨省办理、全流程网上办理等方

面继续努力， 通过推进业务专网系

统的整合融通， 部门工作流程的连

接贯通，实现更多事项“一次收件、

系统分发、并联办理” ，进一步推动

政府效能大提升， 实现让群众少跑

腿、数据多跑路，让企业有更多的时

间“跑市场” ，少花时间跑手续改革

目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虹飞）

贵州首批671个事项正式上线

“全省通办、一次办成”

走进军营 体验军旅生活

本报讯 7月 31日，记者在贵州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获悉，自 2020 年

8 月 1 日开始，《残疾军人证》《伤

残人民警察证》《伤残预备役人员

民兵民工证》《因公伤残人员证》等

4种证件换发工作正式开启。

新证换发工作为期一年，至

2021年 7 月 31 日结束。 从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旧证作废。 换证期间，

新旧证件均有效。

根据换发工作安排， 残疾人员

可持旧证和个人照片到县级人民政

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请换证。 为

不影响残疾人员按规定享受交通、

旅游等优待， 本次换证采取以旧证

换新证的方式进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残疾军人、伤残民警……

4种证件

今日起换发

本报讯 7月 31日， 由贵阳市

教育局主办的 2020 中考线上招生

咨询会直播活动圆满结束。

因疫情防控需要，今年，贵阳市

教育局携手贵阳日报传媒集团，首

次将中考招生现场咨询活动搬到

“线上” ， 为高中阶段学校 （含中

职） 和中考考生及家长“云端” 架

桥， 实现学校招生宣传和家长学校

咨询的“双赢” 。

活动期间，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整合旗下贵阳日报、贵阳晚报、ZAK-

ER贵阳 APP、贵阳头条 APP、贵阳网、

黔学帮，以及微信、微博、入驻号矩

阵等渠道资源， 同时， 联合了央视

频、新华社现场云、今日头条、抖音、

快手等网络平台对此次线上直播活

动进行直播支持，实现了多渠道、跨

平台式传播。

数据显示，4天的时间里， 通过

ZAKER贵阳、贵阳网等新媒体平台观

看直播的总点击量达 160 余万、留

言 6000余条。 贵阳市教育局相关处

室、贵阳市教科所、市招考中心，以

及 38 所学校校长、招生负责人依次

走进直播间， 通过宣传视频、PPT 宣

讲、互动答疑等直播形式，向广大考

生、 家长全方位展示了我市高中阶

段学校（含中职）的优质教育资源，

为广大考生中考志愿填报提供了更

多可能。

活动中，走进直播间的各校招

生负责人对本次直播活动纷纷点

赞，纷纷表示，线上直播形式新颖

灵活，给了学校全面推介自己的机

会，也架起了学校和学生、家长沟

通的桥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尹香力）

贵阳中考线上招生咨询会

直播活动结束

直播总点击量

达 160余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