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5 日，是“坚持以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 加快推动贵阳贵

安高质量发展” 大型主题采访

活动的第一天，采访团先后来到

吉利汽车贵阳制造基地、宾阳大

道延伸段、云上方舟、贵阳都拉

营国际陆海通物流港，以媒体视

角聚焦贵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亮点与举措。

在吉利汽车贵阳制造基地，

在基地讲解员的带领下， 采访团

从冲压车间到焊装车间再到总装

车间， 近距离感受到了吉利汽车

生产流程以及精湛的制造工艺。

据介绍， 该基地占地 1027

亩，已建成冲压、焊装、涂装、总

装四大工艺为主体的完备的整

车生产线。基地采用大数据与制

造业深度融合的设计理念，整合

工业机器人、智能化设备和信息

化系统，打造集智能化、数字化、

信息化一体的智能工厂，可实现

多种车型同时混线生产。

离开吉利汽车贵阳制造基

地，采访团来到宾阳大道延伸段

（一期）道路工程一标段项目建

设现场采访。该项目起点接宾阳

大道延伸段与东纵线交叉口，向

西南方向延伸， 经过杨梅山北

面，交金马路，终点接百马路。项

目建成后，将对贵阳贵安的交通

改善起到重要作用。

“按照市政府工作安排，项

目将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建

成通车投入使用。目前起点桥已

完成总形象的 40%、上跨桥已完

成形象进度的 20%，土石方开挖

已完成 40%。 ” 宾阳大道延伸段

（一期） 项目总工程师寇健说：

“以前从贵阳到贵安新区需要

从清镇绕路，通车后，贵阳到贵

安新区只需 10分钟。 ”

当天下午，采访团来到云上

方舟进行实地探访。在云上方舟

3 楼，一台小爱虚拟机器人吸引

了媒体记者的目光。

“目前，整个云上方舟购物

中心共有 8 台小爱虚拟机器人，

可以提供地图导航、 商家寻找、

智能寻车等服务。 ” 云上方舟大

数据部专员崔智能介绍，云上方

舟将大数据和商业有机结合，推

出了智能导航机器人、多媒体信

息大屏、蓝牙导航、亮化信息工

程、监控安全报警系统、人体探

测客流等智能服务，为消费者打

造了一个科技感十足的智慧体

验购物中心。

最后一站，采访团来到贵阳

都拉营国际陆海通物流港项目

建设现场。

“目前一期站前工程基本

完工，站后主体工程正按时序稳

步推进，已完成 90%以上，预计

2020 年年底前建成并投入使

用。 项目二期同步推进， 预计

202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 贵州

铁投都拉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周斌说，项目投运后，将成为

“西部陆海新通道” 重要的“无

水港” ，有效降低区域物流总体

成本， 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瓶颈，

为贵阳贵安深入融入 “一带一

路” 建设，打造开放型对外贸易

平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彭刚刚

本报讯 昨日，由贵阳市委宣传部主办、贵阳广

播电视台承办的“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加快

推动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贵

阳启动，来自新华社、人民网、中新社、贵州日报、贵

州广播电视台、多彩贵州网、贵阳日报等 20余家中

央、省、市新闻媒体记者共 50余人参加。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阳贵安 5 周

年， 同时也是贵阳贵安融合发展的开局之年。

今年 8 月 7 日，中共贵阳市委十届九次全会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贵阳市委关于坚持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加快推动贵阳贵安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 就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进行

全面部署。

在为期两天的集中采访中， 采访团一行将

前往吉利汽车贵阳制造基地、宾阳大道延伸段、

云上方舟、贵阳都拉营国际陆海通物流港项目、

腾讯贵安数据中心、中国移动（贵州）大数据中

心、贵安综合保税区、贵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等地进行实地采访， 结合学习贯彻市委十届九

次全会精神， 深入了解贵阳贵安融合发展的做

法与实践。

据了解，采访团将围绕贵阳贵安对外开放、

数字经济、中高端制造、中高端消费、西部陆海

新通道、优化营商环境、互联互通路网建设等主

题进行采访， 重点聚焦促进贵阳贵安以新发展

理念为引领，打造经济体量大能级城市，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亮点与举措， 展现贵阳贵安立

足新起点，抢抓历史新机遇，加快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进程。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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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贵阳恒大滨河左岸项目

10、11 号楼已具备收（验）楼条件，我司已于 2020

年 9 月 5 日通知业主前来收房， 对于还未收房的

客户，我司再次敦促客户前来办理收楼手续，逾期

未办理收楼手续的客户， 则视为自我司通知之日

（即 2020年 9月 5日）起房屋风险转移给买受人。

备注：如有款项（房款、欠款、违约金、公共维

修基金等） 未交清的客户， 须在现场缴纳应付款

项，同时提交办理收（验）楼申请手续。 选择按揭

付款方式购房的客户， 须银行发放贷款后方能办

理收（验）楼手续。

办理时间：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

30，节假不休。

详情致电：0851-82263999��

�������特此通知！

贵州博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4日

关于贵阳恒大滨河左岸项目

10、11号楼敦促收楼通知

2020 年 4 月 6 日胡女士在清

镇市红枫大街垃圾池旁捡到一名

男婴，当时孩子身上包裹着红色毯

子，请孩子亲生父母见报后与我们

联系，逾期将按照法律程序办理一

切相关手续。

联系人：17784103019

��������所属派出所电话：82523775

寻弃婴亲生父母公告

炎炎夏日， 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大酒

店七层黄杨厅， 专门开展的贵州名酒收购大会正在火

爆进行。 此次以全国较高价敞开收购贵州各类名酒，信

誉和诚信不变，收购价格和附加服务全面升级，收藏馆

力争将活动打造成贵州老酒行业的一个品牌盛会。

扩大陈列馆规模 敞开收购各类名酒

收藏馆进入贵阳鉴定收购老酒已经快 4 年， 根据

行业形势的发展和自身品牌建设的需求， 今年决定扩

大老酒展示陈列馆的规模，增加收购老酒的种类，向市

民继续收购新老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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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五粮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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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你平时看不起眼的各类老酒，只要拿到收藏

馆，经过鉴定都有可能成为宝贝，转化成真金白银。

一直以来，非茅台类的各类名酒种类繁多，行业标

准较乱，到处是坑，一般的老酒机构不敢轻易收购。 收藏

馆派出的鉴酒专家具有丰富的职业经验、很高的专业水

平和职业操守，能够最大限度发现各类老酒的价值。

全国较高价收购 此时不变现还待何时

从长远来看， 这些各类老名酒， 价格下降压力很

大，数量少并没有多大收藏价值。 而且这些老酒年代久

远，当时包装封口技术简单，发生跑酒的概率非常高。

一旦跑酒就一钱不值。 收藏馆依托多年发展积累的资

本，开出的收购价格大幅度高于以往任何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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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免费上门收购。 因此，利用收藏馆提供的

这个高价位时机，将这些老酒变现是更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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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茅台收藏馆开展贵州名酒专场收购大会

放在家里没价值 拿到这里变宝贝

本报讯 9 月 14 日， 贵阳市委

副书记、市长陈晏调研服务重大工程

重点项目建设和运营情况，现场协调

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强调要认真

贯彻落实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围绕

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 任

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到服

务更优化、措施更精准、保障更有力，

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贵阳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徐

昊；贵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贵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唐兴伦，贵阳市政府秘书长许

俊松参加。

当天， 陈晏先后来到经开区浪

潮大数据产业园、 恒大项目和双龙

航空港经济区中电新能源汽车西南

产业园等项目建设现场， 逐一听取

项目实施进度、设备采购、调试安装

等情况， 详细询问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要求项目单位坚持科学施工、安

全施工，大力度、快速度、高质量推

进项目建设，确保如期建成投用。 在

贵州玖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贵

州正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陈晏

走进生产车间， 与企业负责人亲切

交谈， 详细了解产品性能、 技术研

发、产量产值、市场开拓等情况，叮

嘱相关部门要创新服务、精准施策，

帮助企业扩大产能、拓展市场、持续

做强。

陈晏在调研中强调， 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市委十

届九次全会的安排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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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夯实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根基， 在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

为。 要持续加强政策供给，全面落实

国家、省、市各项纾困惠企政策，切

实提高政策实施的时效性和精准

性，全力支持项目加快建设、企业加

快发展。 要持续提升服务效能，深入

开展服务重点项目重点企业专项行

动， 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政府的工

作效率换取企业的发展效益。 要盯

紧项目建设进度， 切实加强要素保

障，政企合力、协同发力，千方百计

抢时间、抢进度、提速度，确保项目

如期建成投产， 形成更多的经济增

长点。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经开区，市直

有关部门，有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晏在调研服务重大工程重点项目时强调———

服务更优化措施更精准保障更有力

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新闻速递

“加快推动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 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贵阳启动

20余家媒体 聚焦贵阳贵安新发展

◎侧记

贵阳真抓实干担当作为 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阳市安

委办获悉，即日起，贵阳市、贵安新

区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危险化学品

运输安全大检查。

按照相关工作方案， 本次大检

查由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设卡检查方案， 并牵头组织相关

部门在高速路出入口设置卡点，在

国庆节、中秋节期间，对所有进入贵

阳市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包括

可疑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 进行

检查。 由交通运输部门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巡查方案， 并牵头组织相关

部门在国庆节、中秋节期间，对相关

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和城区相关路

段进行巡查， 依法查处违法运输危

险化学品行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高速路设卡检查

危化品运输车辆

贵阳贵安开展交通安全

专项检查

本报讯 昨日，《仰望星空———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传》 新书首发

式暨作品分享会在贵阳举行。 该书

由贵州省诗歌学会会长、 作家南鸥

撰写，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书

写了南仁东不懈奋斗的一生。

南仁东先生是时代楷模、 人民

科学家、最美奋斗者，是贵州平塘天

眼大射电望远镜项目的领军人物。

他从 1994 年开始主持该项目的推

进工作， 经过在贵州大山深处长达

12 年的跋涉选址、5 年建设， 2016

年 9 月 25 日，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建成投入使用， “中国天

眼” 一跃成为国际天文学术交流中

心， 推动贵州乃至中国的天文学研

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17 年 9 月

15日， 南仁东先生因病逝世， 享年

72岁。

9月 15日正是南仁东先生逝世

三周年纪念日， 与会的省内外的作

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图书编辑等

50余人汇聚一堂， 分享对该书的读

后感，以此缅怀、纪念南仁东先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南仁东逝世三周年之际

新书发布

纪念“天眼之父”

吉利汽车贵阳制造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