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知贵阳市连续四次荣获全国

文明城市称号， 家住观山湖区的市

民王梅很是激动：“贵阳市这些年

变化很大，交通越来越方便、环境越

来越整洁、人们文明有礼貌。为我们

的贵阳点个大大的赞。 ”

王梅觉得，建设文明城市不仅

是政府的事情，更是全体市民的事

情。“我们做不了大事，那就从自己

身边的小事做起，给孩子们做个文

明榜样。 ” 王梅说，这些年她感觉市

民的素质越来越高，去一些公共场

所时， 文明引导员会主动帮忙；乘

坐公交车时，大家都能自觉排队上

车，让她感到很温馨。

“文明没有休止符，我要继续

带动全家人践行文明举止，一起呵

护我们的文明城市。 ” 王梅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汤利 衣琼 张薇 钱丽

本报讯 11 月 21 日，贵阳晚报小

记者团“牵手” 省府路小学开展劳动

教育实践活动。 孩子和家长们一起拔

萝卜、种南瓜……体验农耕之乐。

来到菜地， 大家用小锄头挖红萝

卜、白萝卜，用手摘大白菜、小白菜、瓢

儿白、萝卜菜、葱、蒜苗等。 之后，大家

用铲子翻松泥土并挖出一个个凹槽，

取南瓜子或少许生菜种子放入凹槽

中， 撒上肥料， 盖上薄薄一层土并浇

水，亲子之间的配合十分温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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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整合市场资源， 有效盘

活商业物业资产，实现互利共赢，贵

州启航置业有限公司现针对所开发

的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面向全社

会对集中商业运营合作单位进行公

开招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位于贵

阳市高新区黔灵山路与同城大道交

汇处，总建筑面积 22万平方米，由 4

栋塔楼 （由 5.5 米超高层 LOFT 及

SOHO组成） 和大约 3.8 万平方米

集中商业组成，总户数 2908 户。 项

目位于贵阳市老城区进入高新区门

户位置，毗邻新建成的同城大道，距

离贵阳高铁北站约 2 公里， 属商业

规划区， 地块周边规划有轨道交通

S2号线出入口，区位优势明显，交通

条件便捷， 建成后将对提升区域整

体形象、 拉动区域商业发展空间起

到显著作用。 项目整体预计于 2021

年初交付投入使用，拟将 3.8万平方

米集中商业区域面向社会公开招

商，引进运营合作单位。

（二）洽谈联系方式

凡有意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进

行投资合作的商业运营合作单位，请

于 2020年 12月 10日前持企业相关

资料等洽谈材料进行具体面谈。

招商单位：贵州启航置业有限公司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山东路

25号报业大厦

联系电话：0851-8584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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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商业运营合作单位招商公告

■新闻速递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2020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 月 8 日，十

届中共贵阳市委第十轮巡察派出 8

个巡察组，对下列单位党组织开展

巡察：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贵

阳综合保税区、云岩区产业园区建

设开发办公室、南明区大健康医药

产业园区建设开发办公室、 贵阳市

花溪文化旅游创新区及花溪区产业

园区、 贵州乌当经济开发区及乌当

区工业园区（乌当新天园区）、贵州

白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工业园区建

设开发办公室、 观山湖现代服务产

业试验区、 贵州清镇经济开发区及

工业园区建设开发办公室、 贵州清

镇职教城、 贵州修文经济开发区及

工业园区建设开发办公室、贵州息

烽经济开发区及工业园区建设开发

办公室、贵州开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及工业园区，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

中心。

根据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

条例》规定，市委巡察组主要受理

反映被巡察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的来信来访， 重点是关于违

反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廉洁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

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其他不

属于巡察组受理的信访问题，将

按规定由被巡察单位及有关部门

认真处理。

巡察期间，市委各巡察组设置

意见箱、举报电话，接受党员、干部

和群众来信来电来访，电子邮件统

一发送至市委巡察办公共邮箱：

gyswxcb2017@163.com， 巡察组意

见箱设置地点、来信来访地址、举报

电话号码以及受理信访时间详见各

巡察组公告。

中共贵阳市委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8日

中共贵阳市委第十轮巡察公告

本报讯 11 月 21 日一大早，“扶

贫农特产品进社区” 活动第四站走进

贵阳市兴隆城市花园， 在兴隆城市花

园物业的支持下，来自全省各地的 28

家商户将自家的特色农产品一一摆上

货架，卖力吆喝，吸引了广大市民争相

购买。 据了解， 第四站活动将持续至

11月 22日 18时。

据了解，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会展

活动部联合贵州新长征实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贵州黔域良品生态发展有

限公司， 在贵阳市物管行业协会大力

支持下，开展“扶贫农特产品进社区”

活动，活动旨在通过“消费扶贫进社

区” 方式，助力贫困地区加速脱贫，让

因疫情滞销的农特产品直接对接社区

销售，在解决农民销售渠道的同时，也

让城里人享受平价的贵州特色扶贫农

特产品。

当日上午 10时许正是街坊邻居的

买菜高峰， 闻讯前来的市民络绎不绝。

“太方便了，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又便

宜的蔬菜。 ”正在买菜的张阿姨说。

“扶贫农特产品进社区” 活动的

下一站预计会在世纪南山、 首开·紫

郡、保利温泉等地开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扶贫农特产品进社区” 活

动第四站走进兴隆城市花园

农特产品上架

市民争相购买

悦享亲子之情

体验农耕之乐

晚报小记者团“牵手”省府路

小学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文明荣光 照亮全城

———贵阳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在社会各界中引发热烈反响（一）

11月 20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贵阳连续四次荣

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连日来，这份

喜讯席卷了冬日的筑城大地，在社会

各界中引发热烈反响。这份沉甸甸的

成绩凝聚着全市人民的共同期盼和

执着追求，饱含着全市上下的无私付

出和辛勤汗水。

大家纷纷表示， 文明永不止步，

要珍惜荣誉，勇毅前行，继续巩固提

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为建设更

高水平的全国文明城市添砖加瓦。

“听到贵阳再次上榜的消息，

我们非常激动！ ” 贵阳市城市综合

执法支队南明大队新华中队中队长

刘峰说，城市管理工作面广量大、繁

琐复杂。作为一线的执法人员，为了

争取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城管队

员徒步执法、微笑服务、主动沟通、

细心劝导， 用辛勤付出换来城市的

整洁美丽。

进入 11月，刘峰和执法队员们

的工作始终不减。沿街巡查监督、维

护市容市貌、纾解群众难题。开展整

治流动商贩的工作， 疏导流动商贩

到就近便民市场规范经营； 对管辖

道路两侧乱贴、 乱画人员依法依规

及时处理； 与管辖区域内商铺店主

签订《门前包保责任书》，明确包保

范围，落实包保责任，细化工作目标

完成情况； 完善市容包街队员长效

管理机制，加强日常管理，提升市容

市貌长效管理水平……

“城市管理中易反弹的事的确

很多，但只要责任心不缺位，常态化

绝不是一句空话。 ”刘峰说，文明城

市创建早已不是“一阵风” ，他们将

始终牢记城市管理的职责和使命，

为民管城、亲民管城，用真情为市民

办事。

贵阳市城市综合执法支队南明大队新华中队中队长刘峰：

用辛勤付出换来城市的整洁美丽

近年来，贵阳市各级各部门和

群团组织凝聚各方力量推进各项

工作，让全国文明城市品牌越擦越

亮。 其中，团市委以青年文化建设、

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等工作为抓手，

在全市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

“听到这个喜讯，我们都欢呼

起来。 过去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得

到了肯定，值！ ” 团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挂职）封雪星说，这几年，贵阳

市民的行为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市民从当初

的旁观者变成现在的参与者，大家

争当文明志愿者，共创美好城市环

境。 目前，团市委面向社会招募了

1194 名志愿者参与到文明交通引

导等服务工作中，志愿者们累计上

岗 24820 人次，有效助力贵阳市文

明城市建设。

“文明城市建设永远没有终

点。 喜悦过后，肩上的责任更重。 ”

封雪星说，他将和同事们用更高标

准、 更认真的态度开展今后的工

作，充分发挥青年一代在创建文明

城市提质增效中的主体作用。

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挂职）封雪星：

文明城市建设永远没有终点

贵阳公交集团云岩分公司四车

队 61 路驾驶员、 车队班长许矞表

示， 贵阳市再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

称号，令人振奋，这是贵阳市民最引

以为荣的事情，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

结果。

“为乘客提供高质量、最优质

的服务，是我们每个公交驾驶员必

须牢记的，也是我们工作的奋斗目

标。 ” 许矞说，行驶过程中，只要经

过斑马线， 他一定会文明礼让。

“有些市民看我礼让，会在经过斑

马线时， 向我竖起大拇指， 那时

候，我心里是暖暖的。 ” 许矞时刻

提醒班组成员们，一定要做到文明

礼让。

业余时间， 许矞还积极组织班

组成员一起参与文明志愿服务活

动，引导市民文明有序排队乘车，及

时帮助“老、弱、病、残、孕” 等特殊

乘客， 积极向乘客们宣传文明城市

创建的意义和目的， 倡导市民爱护

城市环境， 鼓励大家一起以实际行

动，共同维护城市文明，让文明行动

蔚然成风。

“公交车驾驶员是城市文明服

务的窗口， 今后我将以更高的标准

要求自己， 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和

精神风貌， 为文明城市提升工作贡

献一份力量。 ” 许矞说。

“得知贵阳连续四次荣获全国

文明城市称号，我们整个旅游行业

都备受鼓舞。 ” 贵阳市旅游行业协

会旅行社分会会长朱曦表示，每年

有数百万的游客通过旅行社来到

贵阳，他们接触最多的就是旅游行

业从业者，因此，旅游从业者的形

象也代表了贵阳的形象。

“我们一直倡导要做一个‘爽

爽贵阳’ 城市品牌的传播者和文明

旅游的践行者，号召旅游从业者积

极向游客宣传贵阳市在文明城市

建设中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宣传‘爽爽贵阳’ 的城市品牌，并

通过自己的行为带动和影响游客

们做到文明旅游。 ”朱曦说，旅游从

业者是文明城市的参与者，也是获

益者，无论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是

在平时的生活中，都会维护好贵阳

文明城市的形象。

“下一步，我们会倡议大家继

续积极地参与文明城市形象的建

设，为擦亮贵阳全国文明城市的金

字招牌做出贡献。 ”朱曦说。

“贵阳市连续四次荣获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

特别高兴，还赶紧发了一条微信朋

友圈。 ” 宋振纹爱心志愿服务队队

员余晓惠说。

今年 59 岁的余晓惠家住盐务

街，她不仅是一位热心的志愿者，还

是一位孝顺的女儿。 10 多年来，她

悉心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和年事已

高的父亲， 以及患有精神疾病的妹

妹等家人。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但她

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 经常为生

活更困难的人捐款捐物。

在今年的贵阳市全国文明城

市整改攻坚行动中，每天早晨给 88

岁的父亲做好早饭后，余晓惠就到

盐务街和金仓路交叉口做文明引

导志愿者。“市民如今越来越文明，

极少有人闯红灯。 看到有的老人走

得比较慢，我就会举旗示意司机停

下来，然后我赶紧过去搀扶这些老

人过斑马线。 ”余晓惠说，她还拿出

1000元捐给云岩区文明办，用来给

志愿者买水喝。 去年，她还资助了

一位息烽县的贫困女孩，每年给予

其 1200元的学费。

“作为一名志愿者，我将继续

发挥余热，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文

明城市建设中，为我们的文明贵阳

贡献更多力量。 ”余晓惠说。

贵阳公交集团云岩分公司四车队 61路驾驶员、车队班长许矞：

文明礼让斑马线，让文明行动蔚然成风

贵阳市旅游行业协会旅行社分会会长朱曦：

旅游从业者要维护文明城市形象

宋振纹爱心志愿服务队队员余晓惠：

继续发挥余热，参与文明城市建设

市民王梅：

文明没有休止符，带动全家人践行文明举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