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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3 日， 贵州省委

常委、 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到乌当

区调研“三感社区”创建、小城镇建

设和农村产业革命工作情况。 他强

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省委、

省政府安排部署， 深入学习贯彻市

委十届九次全会精神， 以更大的力

度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加快推动城

乡协调发展， 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好

地共享发展成果。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刘本立

参加。

当天， 赵德明首先来到新光路

街道生活桥小区，认真察看基础设施

建设、环境卫生管理和公共医疗服务

配套等情况。他指出，“三感社区”建

设是一个长期的民生工程， 不能搞

“运动式” 、“一阵风”的创建，要重

点关注老旧小区，加快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不断完善医疗、商贸等公共服

务体系，扎扎实实把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随后，赵德明

来到百宜镇，实地察看拐吉村村容村

貌，听取寨麻窝农旅融合发展情况汇

报。 在拐吉村天贵茶园，赵德明详细

询问茶叶的种植面积、产量、销售等

情况， 了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情况。

来到红旗村，赵德明走进贵州农业职

业学院实训基地， 认真听取校农结

合、院地融合发展情况汇报。他指出，

要不断丰富农产品种植种类，加大农

村土地整理力度，建设更多的高标准

耕地、高产地，积极开展农业技术培

训，切实提高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现

代化水平。

来到新堡布依族乡，赵德明听

取长马王片区联村党委党建引领三

次产业融合发展情况汇报，实地察

看马头村新寨组民宿提升改造示范

农家及农特产品集市，并不时与相

关负责人交流。 他指出，要把产业

发展作为持续巩固脱贫成果、高质

量推进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不断

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以实

实在在的成效让农民得到真真正正

的实惠，切实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

调研中，赵德明强调，要以乡村

振兴和城市提升为重要抓手， 不断

增强城乡发展的整体性， 推动城乡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协调发展。 要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进一步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全面增强基

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

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要压

紧压实工作责任， 形成主要领导亲

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上下联动深

入抓的工作格局， 特别是要锻造一

支“靠得住、本领硬、能干事” 的基

层干部队伍， 全力推动城乡发展焕

发新面貌。

乌当区、 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德明调研乌当区时强调，加快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

本报讯 8 月 23 日， 伴随着富

源北路站 - 森林公园站区间最后

一组轨排精确铺设到设计位置，贵

阳轨道交通 2 号线二期工程实现

了“短轨通” 。

据 2 号线二期工程铺轨专业

负责人于相仁介绍，地铁建设工程

中的“轨通” 分为“短轨通” 和“长

轨通” 两个节点，“短轨通” 是将一

段段 12.5 米或 25 米的短轨排沿

线铺设完成，“长轨通” 是将所有

短轨焊接成长轨并完成铺设，以减

少列车晃动及噪音，提高地铁乘坐

舒适度。 2号线二期工程从 2019年

8 月 27 日开始铺轨，轨道右线提前

12 天、 左线提前 7 天实现 “短轨

通” ， 并将于下个月完成 “长轨

通” ， 意味着 2 号线建设跨越了又

一道重要里程碑，为“电通”“通信

通”“综合联调联试” 等后续重大

节点目标按期完成奠定了基础。

据悉，2 号线二期工程全长 13

公里，共设 8个车站和 1个停车场，

设富源北路站和小碧停车场两个铺

轨基地，铺轨总里程 32 公里，其中

地下线 19.63公里，高架线 5.69 公

里，地面段 0.68 公里，小碧停车场

4.52公里，辅助线 1.65公里。

二期工程起点在油贵区间与 2

号线一期工程接轨，线路南行进入

原贵阳钢厂， 而后线路折向东，穿

森林公园、经龙洞堡后到达机场站

与环城铁路换乘，出机场后折向西

南方向，沿油小线走行，下穿贵新

高速公路，经小碧、云盘村后到达 2

号线终点站水淹坝站。

截至目前，该工程土建施工已

进入收尾阶段，全线机电、装修等

各专业施工正在有序推进。 （贵阳

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海涛 王芳）

地铁2号线二期工程实现“短轨通”

施工现场 周永 摄

本报讯 8 月 22 日晚，中天·北城

项目发布会在白云区璀璨献映。 据了

解，作为一个承载梦想、走向世界的现

代化未来之城，中天·北城样板间将于

9 月盛大开放， 贵阳人又多了一处安

居乐业之所。

8月 22日 20时许，中天城投集团

宣传片与中天·北城项目宣传片的播

放， 为现场观众展示了一个积极投身

城市运营， 与贵州同步发展的中天金

融集团，再次见证了中天的品牌力量。

活动负责人表示， 此次发布会的

举行，标志着“中天向北，未来向北”

的时代篇章正式开启，同时，中天·北

城样板间也将于 9月盛大开放。

据了解， 作为贵阳北拓的人居筑

品， 中天·北城傲踞数博大道核心区

域，总建筑面积约 400 万平方米，自有

40万平方米大型独立商业综合体。 至

此，当地在引进万达广场、万达文华酒

店、 万达锦华酒店等高端业态签约入

驻的基础上，同时建设以“铁路工业

文化遗址” 为主题的铁轨公园商业文

化区，以此带动贵阳区域经济发展、产

业升级、 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贵阳人又多一处

安居之所

中天·北城项目发布会

在白云区璀璨献映

8月 21日，91 岁老人姜伟跟往

常一样来到乌当区老干部活动中

心，了解近期组织活动和培训情况，

和年轻工作人员探讨工作问题。

姜伟于 1990 年 2 月从单位离

休，在他看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健康最重要。 离休前，姜伟经常利

用周末，组织单位的小伙子们参加

体育活动。 离休后，姜伟返聘在乌

当区党史研究室工作，参与撰写乌

当区大事记等重要工作。 同时，姜

伟充当了乌当区老年事业的带头

人， 从 2004 年 3 月任乌当区健身

协会主席至今，带领着协会的 8 个

队、300 多名队员一起健身，经常代

表乌当区参加省、 市各类竞赛，多

次荣获奖牌。

2011 年 7 月高考录取工作结

束后，乌当区新场镇品学兼优的学生

马菁考上了贵阳中医学院，但因家庭

经济十分困难，面临即将被拒绝于大

学校门的困境。姜伟得知情况后心里

很不是滋味，从离休生活费中每年拿

出 3000元资助马菁同学， 连续 5年

帮助寒门学子圆了大学梦。

现在，马菁已毕业，在铜仁一

家医院上班：“感谢姜爷爷，今后我

将继续努力，以优异的成绩报答姜

爷爷和所有关心、 帮助我的好心

人， 并将这样一份爱心传递下去，

回报社会。 ”

在疫情面前，91 岁高龄的姜伟

也想尽一份力。 “能不能安排我站

岗。”姜伟主动请缨。乌当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一直牵挂着姜伟的心，但

他年事已高不能在一线冲锋陷阵，

就委托乌当区老干部局捐赠两万元

钱，为乌当区疫情防控尽一份力。同

时， 他主动参与到小区防疫值守工

作， 与老干部局的值守人员一起做

好值守、宣传、登记等工作，在他的

带动下， 小区也有三名党员志愿者

投入到防疫值守工作中， 为形成群

防群控的良好局面贡献力量。

离休后， 姜伟被贵阳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命名“五老先进个

人” ， 获得了贵阳市 “身边好人”

“全国健康老人”等荣誉。 今年，还

获评了贵阳市道德模范（助人为乐

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庭静

九旬高龄何所惧 疫情防控出份力

———记贵阳市道德模范姜伟

“互联网 +” 让医疗触“屏”可及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连续四年入

围“中国互联网 100 强” 的互联网

医疗企业， 贵阳高新区孵化出生的

企业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朗玛信息）抢抓贵州、贵

阳发展大数据的机遇， 围绕大数据

大健康产业， 提供大数据医疗健康

服务。

“贵健康”是贵州省卫健委和朗

玛信息携手打造的贵州医疗健康云

公众服务平台。该平台覆盖全贵州的

远程医疗服务网络体系，匹配了来自

全国的医疗专家，让医疗触“屏” 可

及， 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

病、看好病” 。 目前，手机端“贵健

康” APP 已与省内 200 余家医院的

挂号平台实现对接， 为用户提供便

捷、高效、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据了解，朗玛信息转型“互联

网 + 医疗” 领域以来，已完成医疗

信息服务、医疗服务、医药流通、智

能可穿戴设备等几个板块的布局，

形成“一网两院一平台” 的医疗服

务闭环。 其中，“一网”指朗玛信息

旗下具有 21 年历史的 39 健康网；

“两院”即 39互联网医院和贵阳市

第六医院，“一平台” 是在“一网两

院” 基础上打造的朗玛医疗健康云

平台。

为推动“大数据” 、“大健康”

和“大扶贫”相结合，改善贫困地区

老百姓就医状况， 朗玛信息在布江

村建立了远程互联网医疗点， 为贫

困群众提供常见病、 多发病首诊及

慢性病等健康咨询服务， 让当地村

民能够“足不出村” 也能享受到省

级优质医疗资源， 缓解贫困地区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截至去

年底， 公司已累积投入 3000 余万

元，在贵阳市、遵义市、毕节市、黔西

南州等地区定点为 130 余个贫困村

免费提供“互联网 +医疗”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 朗玛信息共为

广西工人医院、 海东市第一人民医

院、河池市人民医院、南部县人民医

院等 12 家医院连线专家开展线上

会诊超过 14000次，实现了地方“小

医院”与专家的“面对面” 。 杨婷

本报讯 贵阳市作为全国 46 个生

活垃圾分类重点示范城市之一，2018

年以来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 的分类标准，以及“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置” 的工作要求，系统性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

根据工作的要求，2020 年须完成

“市区城乡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覆

盖率达到 90%， 全市范围内生活垃圾

分类制度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的任

务目标。

目前，贵阳市的党政机关、学校等

带头实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全市共

800家公共机构，1883 所学校全面推

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 打造了 30

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 覆盖在校学

生 90余万人。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

入生态文明机关创建标准， 列入公共

机构节能目标考核内容。 将学校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纳入贵阳市国家卫生城

市长效管理考核指标， 考核结果纳入

年终绩效考核，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全市共配置厨余垃圾桶 26299

个，可回收物桶 12021 个，有害垃圾桶

2584个，其他垃圾桶 28075 个；配备厨

余垃圾收运车 50 辆，可回收物收运车

260 辆，有害垃圾收运车 6 辆，其他垃

圾收运车 479 辆，建有 153 个转运站，

强化前端垃圾分类工作保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生活垃圾分类

要达两个“90%”

贵阳定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