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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上贵州” 亮相2020智博会
本报讯 9 月 15 日，2020 线上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简称
2020 智博会）在重庆市开幕。 本届
智博会充分应用线上方式， 通过主
会场与分会场、线上与线下、现实与
虚拟有机融合， 集中呈现全球智能
化发展最新成果。 贵州再次受邀参
会，在线上展厅“合作区域展区” 设
置了“
云上贵州” 展厅，集中展示我
省大数据战略行动向纵深推进的新
亮点、新成就。
为期三天的 2020 智博会，聚焦

“智能化： 为经济赋能、 为生活添
彩” 主题。在全网实景直播开幕式暨
峰会上， 来自全球的嘉宾通过 AR、
MR、VR、全息投影等新一代视听技
术线上“参会” ，与国内业界人士一
道， 分享全球大数据智能化最新成
果、未来趋势、发展愿景。 汇聚 551
家企业、机构的线上展厅，突出智能
发展新成果，开幕当天同步开放。 公
众可通过 2020 线上智博会官方网
站、微博、微信公众号、APP 手机客户
端等四大平台观展。 另外，智博会期

间还将举办 18 项赛事、41 场论坛，
呈现一场数字经济和智能产业的盛
会。
线上的“云上贵州” 展厅，分为
云上贵州数字政务平台、 工业智能
化改造、农业产销智慧对接、数字化
基础设施、数据融合新业态、大数据
龙头企业、 数字化治理和贵阳数博
会等八大板块，通过声、光、图、文、
影等丰富的呈现形式， 采用沉浸式
体验、场景化等方式，全面展现贵州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突破。

其中在 “数字化基础设施” 板
块中，贵阳·贵安国际互联网数据专
用通道、贵阳·贵安国家级互联网骨
干直联点以及华为、 三大运营商等
数据中心等内容， 集中呈现着贵阳
贵安在大数据方面的发展成就。“
贵
阳数博会” 板块则通过播放宣传视
频， 展示了历届数博会成为全球大
数据发展的风向标和业界最具国际
性和权威性的成果交流平台的完整
历程，令人瞩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背街“颜值” 提升 居民齐点赞
—花溪区提升改造吉麟路见闻
——
9 月 11 日， 记者在花溪区溪北
街道办事处辖区的吉麟路看到，这
条约 500 米长的路， 充满浓厚宣传
氛围的文化墙、铺设一新的人行道、
整洁平坦的沥青路面和规划有序的
停车位、 绿化带……焕发出新的生
机。
“
原先这条路上有好多的小坑，
一到雨天路面就会积水。 交通标线
也不清楚，车辆都是随意停放，路中
间的隔离护栏也经常被过往车辆撞
得歪东倒西， 开车出门遭遇拥堵简
直就是家常便饭。 再加上沿路的居
民私搭乱建以及贴得到处都是的野
广告， 空中挂得跟蜘蛛网一样的电
缆线，吉麟路整条路的环境就是脏、
乱、差。 ” 提起整改之前的吉麟路面
貌， 已在这一片区住了多年的陈世
本直摇头，“
那个时候， 路边还有个
废品回收站长期把东西堆放在人行
道上，让我们饱受行路难的困扰。”

背街小巷的环境好坏直接关系
到老百姓生活的舒适度和出行的便
捷度。 自开展全国文明城市整改攻
坚工作以来， 对这条关乎到吉麟居
委会五组 150 余户居民获得感、幸
福感的小路， 溪北街道办事处充分
征集沿线群众意见， 展开了综合整
治与提升改造工作。
在此过程中， 办事处各部门同
心协力，各司其职，拆除了沿街经营
户和住户私自搭建的经营房屋、雨
棚， 并对影响市容市貌的占道经营
和违停车辆进行了清理整治。
“目前，我们已先后投入了 30
万元， 对吉麟路上破损的 400 米道
牙进行修缮、 增设了 300 多米的隔
离护栏、 绘制了 100 多米公益宣传
墙、 修复了道路两侧排水沟盖板
……” 溪北街道办事处党建服务中
心主任张能源说， 为加强吉麟路的
长效管理， 街道办事处制定保持环

境卫生的常态化管理机制。 在此基
础上，还与花溪交管部门联系，对该
路段的交通标识进行了完善、更新。
寻常巷陌，百姓门前，却关乎民
生幸福。 经过路面修缮、交通规划、
线缆规整和氛围营造等一系列的
“深度美颜” ，吉麟路以崭新、靓丽
的姿态展现在了群众面前， 让群众
切实感受到创文工作带来的环境变
化，也有了切实的获得感。
“现在，这条路的路面变平了，
周边的环境变美了， 还有了浓厚的
文化氛围， 这样的背街小巷才是我
们喜欢的。” 住在吉麟路沿线的六旬
老人王功英切身感受到了这条背街
旧貌换新颜” 带来的好处。
“

为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切
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
感，溪北街道办事处将结合城市精细
化管理、“
三感社区” 创建、爱国卫生
运动、 提升窗口服务水平等活动，联
合各部门“一盘棋” ，对标问题找短
板，围绕“
治脏” “
治乱” 创建标准，
继续对辖区的背街小巷开展硬化、绿
化、亮化、美化等工程，以“干” 字当
头，扮靓“
面子” ，做实“
里子” ，切实
解决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城市痛点
难点问题，把背街小巷打造成风貌独
具、干净整洁、交通顺畅、优美宜居、
居民满意的风景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新闻速递
贵州至广西
新建高速通道
本报讯 近日，由贵州公路集团
第六分公司承建的贵州平塘至广西
天峨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开工仪式
在广西南丹县举行。
平天高速（广西段）起点位于
贵州平塘与广西天峨交界处云阳
关， 接规划建设的贵阳乌当经平塘
至天峨高速公路， 途经广西南丹县
月里镇、六寨镇，天峨县六排镇，终
点位于南丹至下老高速公路天峨枢
纽互通。
该项目主线长 59.1 公里，采用
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
计速度为 100 公里 / 小时。 项目估
算总投资约 137.4 亿元。 该项目的
建设将有效提升贵州与广西两地交
通运输能力，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乌当花画小镇
推三大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获悉，“发展全域
旅游 建设美丽乌当” 系列活动暨
“
金色之秋缤纷花画” 活动正在乌
当区羊昌花画小镇火热开展， 活动
时间为周末及“
十一” 黄金周。
此次活动向游客推出乌当区主
题特色文艺汇演及羊昌花画小镇苗
族、 布依族民俗活动等三大主题活
动。 期间， 花画小镇还将开放卡丁
车、丛林穿越、真人 CS、小小高尔夫
等人气项目。
（陈问菩）

再添喜报！ 又一名校开工奠基 贵安新区教育迎来辉煌
区域腾飞 教育先行
9 月 16 日，贵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暨恒大
实验初级中学（以下简称：贵师大附中）开工
仪式在贵阳恒大·半山御景项目工地隆重举
行。 现场人潮涌动、气氛喜庆祥和。 名校与强企
的再次联合在万众翘首以盼中热启。 贵师大附
中的落地为贵安新区教育事业发展再添助力，
贵安教育行业迎来新的篇章。
本次合办的贵师大附中， 拟规划建设 27
个班，每班 50 人，共 1350 人。 学校办学理念先
进，师资力量雄厚。 未来学校建成后将注重学
生的素质教育，科学培养，致力于将该校打造
成为省内一流的育人摇篮。
3 天前， 贵州师范大学附属恒大第一实验
小学刚刚完成奠基仪式，今日，贵师大附中相
继正式开工建设。 贵师大附中、附小分别落子
贵安新区恒大·半山御景项目，标志着恒大·半
山御景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完善了贵安新区的
教育配套，预示贵安新区的教育资源将有质和
量的飞升。 而恒大·半山御景业主可优先入学，
坐享优质教育配套。
携手名校资源 领秀教育大盘
贵州省百年名校贵州师范大学附中是首
批省级示范性高中,全国首批科研兴教示范基
地，是由贵州师范大学领办的信息化、标准化、
现代化的公办学校。 学校将充分依托贵州师范
大学师资力量和学术优势，由著名教授和专家
组成顾问团队，建立 US 协作体制（实行大学
和中小学合作办学机制），进行科学的顶层设
计，推行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计划。 学校现
有省级教育名师 5 人， 国家级骨干教师 3 人，
省级骨干教师 25 人， 硕士研究生学历教师 78
人。 师资力量雄厚，当之无愧成为贵阳中小年
龄段顶尖教育资源行列。
恒大·半山御景不断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成

奠基仪式现场
果，为贵阳人民提供高质量的美好生活，打造
贵阳南向第一座双核心 CBD 教育之城。
世界 500 强企业布局 打造全能配套生活大城
恒大·半山御景， 由世界 500 强企业集团
恒大集团旗下恒大旅游集团倾力打造，项目地
处花溪、贵安双城核心，特享贵阳贵安融合大
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红利 +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花溪区生态大境。 是集大教育、大交通、大医
疗、大文旅、大配套、大商圈等于一体的全能配
套生活大城。
奢享缤纷配套 坐拥美好人生
·文教贵地： 贵阳市排名前 3 的贵州师大
附小、附中签约入驻，业主子女享受优先就读，
采用合作办校模式，沿用原班师资力量和教学
模式，共享同一师资力量，规划 2 所小学、1 所
中学，享 K12 一站式全龄教育，培养体系一脉
相承；
·多维交通： 项目规划有明年即将开通的
环城快铁（大学城站）、接驳地铁 S4 号线、有
轨电车 T5 线（童世界站）、公交枢纽站以及业

主巴士，城区城际无缝接驳，半小时直达市区、
机场、高铁站，交通便捷 ；
·品质医疗： 区域内唯一三甲医院——
—花
溪区人民医院（新址）已开工，距离项目仅 3
分钟路程， 业主可以就近享受优质的医疗条
件；
·百亿文旅： 项目与世界级旅游 IP， 全天
候、全季节、全室内世界级主题乐园——
—恒大
童世界，仅隔 200 米。 拥会展中心、欧堡酒店、
万国美食街、大型商业娱乐超大型配套；
·商圈云集：占据三大城市商圈：花溪区政
府商圈、童世界商圈、大学城商圈；
·全新 3.0： 建筑面积约 74-165m2 瞰湖高
层，全新 3.0 产品，围合式布局，约 120m 超宽
楼间距，约 7 米长大阳台、全屋飘窗设计，纵横

项目实景美图

式阳台超大采光面；
·9A 装修：全球统一采购，全屋名牌 9A 装
修，品质升级 2017＋标准，增加智能门锁，抽拉
式水龙头，电动晾衣架，智能马桶。
·智慧社区： 智慧社区管理平台业主无感
通行，智能呼梯刷脸直达楼层，智能监测外界
入侵， 恒大智慧社区 APP 及时完成生活缴费
和报修，全方位实时响应业主需求；
·金碧物业：实行 1530 物业服务体系，1 分
钟接单，5 分钟到场，30 分钟内开始维修，以 24
小时全方位贴心管家式的服务用心守护每一
位业主。
·双公园双湖景 ： 项目中庭匠心打造超大
欧式约 18000m2 生态园林， 自带约 1800m2 中
心园林湖景，约 494m2 欧式中轴景观湖连贯项
目。 双园双湖，出门逛公园，回家看湖景。
·铂金会所： 尊享约 1098m2 铂金会所，拥
内外双泳池、私人会客厅、健身会馆、红酒吧、
桌球室等休闲娱乐项目。
·低密墅院： 建筑面积约 156-194m2 低密
墅院带地暖，最高约 200%赠送率（包含花园、
露台、地下室），约 30%高绿化率，约 6.9 米挑
高层高，更多空间塑造。
业内人士指出， 通过对项目区位环境、定
位、产品、理念、投资价值、企业品牌影响力等
因素综合分析,项目价值将迎来全面爆发。 生
活值得这样的享受， 恒大·半山御景给您尊贵
的生活品质，将带领贵安进入贵阳人居品质住
宅标杆时代。

学校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