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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本报讯 1 月 7 日，记者从易地

扶贫搬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建设和试点工作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体系》正式发布，今年 4

月 1日起正式实施。 它是全国首次

发布的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公

共服务的标准。

贵州是全国搬迁人数最多的

省份，“十三五” 期间，搬迁总规模

188 万人，其中贫困人口 154 万人，

加上恒大帮扶搬迁 4 万人，搬迁总

人口达到 192 万人，占全国搬迁总

人口的六分之一，占贵州省“十三

五” 需脱贫人口的三分之一，截至

2019年底，全部搬迁入住。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社会系

统重建工程，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

搬迁群众全面发展的基本社会条

件， 不能只解决住房和收入问题，

还需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够

衔接配套，让搬迁群众就近享受城

镇已有的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

实现互联互通。

根据我省的特殊省情， 在充分

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以政策

文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基础，

与贵州省地方标准相配套， 制订了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公共服

务标准体系》。 本体系由通用基础

标准子体系、服务保障标准子体系、

服务提供标准子体系构成， 本体系

的三个子体系协调配套，177 个标

准文件按标准间的内在联系形成整

体，互相支撑。采用了现有的政策文

件 11个、国家标准 51项、行业标准

16 项、地方标准 36 项，新制订地方

标准 9项，待制订标准 54项。

此次发布的《体系》中，9 项省

级地方标准，是全国首次发布的针

对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公共服务的

标准。 其中，既有指导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

工作的规范，如基本服务设施建设

指南、服务评价与改进规范、群众

满意度调查规范，也有支撑安置社

区“六个一” 服务工程的 4 个服务

规范和 1个培训规范。

在《安置社区服务中心服务规

范》中，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

特点，对设施设备、标识标志 、制度

建设、服务内容与要求、服务流程 、

服务管理等进行了规范，以保障全省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服务中心的

服务内容和质量统一规范。

在《安置社区就业创业服务中

心服务规范》中，对信息采集、培训

服务、创业服务 、档案管理、劳动

维权、 跟踪回访等内容进行了规

范，进一步提升搬迁群众的就业创

业服务质量。

在《安置社区家政服务员培训

技术规范》中，通过明确培训主体、

培训师资、培训时长、培训场地及

设施、培训内容、培训管理的具体

要求，保障培训工作的质量，确保

进行过严格培训的搬迁群众能够

顺利就业。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与

管理规范》提出，促进群众性自防

自救组织的规范建设与管理，推动

落实社区消防主体责任，着力提高

社区和新市民自查自纠、自防自救

的能力，将对减少亡人火灾事故起

到重要的作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本报讯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公布第四批国家级健康促进县

（区）技术评估结果，清镇市顺利通过

国家验收， 成功创建国家级健康促进

县，其典型经验在全国推介。

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全面推进健

康促进和教育工作的发展，提高人群的

健康素养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

全国组织开展健康促进县区试点建设，

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开

展跨部门行动，动员全社会参与，提升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让每个人共建共

享，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据悉，自 2018 年清镇市被列为全

省创建健康促进区（县）以来，清镇市

以《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为行

动纲领， 在巩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建设成果基础上， 大力建设健

康支持性环境， 以健康促进区县建设

标准， 制定五类健康场所创建工作计

划，共创建五类 156 家健康促进场所，

其中，健康促进机关、医院、企业、学校

和社区 / 村创建比例分别达 66%、

100%、33.3%、56.2%、21.2%。 全市所有

室内公共场所、 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

工具全面禁止吸烟，实现党政机关、学

校、医院“无烟单位” 全覆盖，为普及

健康生活方式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下一步， 清镇市将完善健康促进

工作网络， 进一步巩固国家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成果， 努力提高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 推动健康生活方式

的普及， 加大高危人群和慢性病人的

发现力度， 落实慢性病的三级预防策

略，全面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本报讯 日前，生态环境部、商务

部、 科学技术部联合发文， 批准全国

10 家园区成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

区， 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入

选， 成为贵州省首个国家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

据了解，2009 年， 贵阳经开区启

动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创建工作，

2011 年，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和科技

部正式批准经开区创建国家生态工

业示范园区，这也是西南地区首个获

得创建批复的开发区。 通过九年的创

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协调

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对全国 10 家园

区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情况

进行验收。 经审査，10 家园区均完成

规划目标和任务，主要指标均达到了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要

求，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此次西南地

区仅有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昆明

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家成为国家生态

工业示范园区。

接下来， 贵阳经开区将继续坚持

新发展理念， 组织区内企业强化协同

合作， 系统构建完善园区生态工业链

网， 在完成规划设定的阶段目标和任

务基础上，加快探索创新，不断提高资

源、能源利用率，减少污物产生和排放

量，并积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凝练先

进经验模式，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园区

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水平，为促进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经

开新的贡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易地扶贫搬迁 配套服务有标准

贵州发布全国首个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4月1日起实施

贵阳经开区入选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清镇市上榜

国家级健康促进县

“十三五” 期间，贵阳工业发

展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加快大数据

引领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制造模

式变革和工业转型升级，引领制造

业做大做强。

记者走进贵州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操作鼠标

轻轻一点，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里

当天的“生产计划” 一目了然。 其

打造的“智能工厂” 即将试投产，

实现从小料 - 胶片 - 半部件 - 成

型 - 硫化的自动完成，一个数字化

转型升级构建的 “轮胎制造新生

态” 雏形初显，让走过 60 年风雨的

贵州“王牌”老工业企业，正在进行

着“大数据与工业”的深度融合。

近日，贵州中铝铝业有限公司

的“贵州中铝智能生产决策项目”

成功通过专家验收，数字化工厂建

设迈出了关键一步。 记者看到，在

冷轧车间重卷机上方，摄像头装载

着 AI视觉识别技术，精细检测着产

品表面瑕疵。

贵州工投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的 “智能制造协同共享平

台” ，已为贵州轮胎、贵阳险峰、贵

州华工、贵州中铝等上百家制造业

企业进行了智能化升级改造。 航天

云网贵州公司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建设与推广应用” ， 已在数百家贵

州省规模以上十大工业产业企业应

用推广，并通过云服务的方式服务

于 300余家中小企业。

贵阳市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

向，实施一批工业机器人应用、数字

化车间和智能工厂示范项目， 改造

升级传统企业 300家， 由此推出一

系列政策， 打造了适合智能制造发

展的产业体系、服务体系、人才体系

和政策体系， 通过建设一批标志性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培育扶持一批

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以实现未来的“工业大突破”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舒锐

落实贵阳市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

奋进正当时 全力打造中高端制造之城

刚刚闭幕的市委十届十次全会提出，要以“强实体” 为着力

点，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全力以赴做大城市经济

体量。 要率先实现“工业大突破” ，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

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力盘活存量、做优增量、做大总量。

蓝图绘就，奋进正当时。

新年伊始，记者走进制造业企业、基地、园区，奇瑞、吉利等贵

阳汽车产业基地，生产一片繁忙，一辆辆“贵阳制造” 汽车销往全

国；中铝等老牌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正在加快推进中；制造业与互联

网融合的“数字化工厂” ，让生产线更“聪明”……

贵阳市工信局党委书记、 局长刘良果日前表示， 按照全会精

神，“十四五” 时期贵阳市工业经济将围绕“一品一业、百业富贵”

发展愿景，大力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动，重点聚焦发展中高端制

造，全力打造中高端制造之城和全省高端装备制造基地。

吉利汽车生产线 周永 摄

“贵阳造” 汽车：加速构建现代工业体系

位于贵阳经开区的奇瑞万达贵

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奇瑞万

达）是贵州唯一一家专门从事客车

整车研发、 制造和销售的综合性客

车制造企业。 2020 年，奇瑞万达全

年产销量 3300台以上，实现产值约

20.24亿元。奇瑞万达运营总监李洪

达表示， 奇瑞万达正以百亿级产业

规模为目标，立足贵州辐射东南亚，

以完善的研发、生产、销售链条，努

力做好贵州汽车产业的先行军。

位于观山湖区的贵州吉利汽

车制造有限公司（下称贵州吉利汽

车公司） 贵阳基地也传来好消息，

2020 年的产量超过了 7 万台，超额

完成全年工作目标。

2020 年 6 月 23 日， 吉利贵阳

基地生产的第三款吉利汽车———

“贵阳造”吉利豪越 SUV 在杭州上

市， 超高配置却超低官方指导价，

让不少车迷“着迷” 。 2020年 10月

17 日，首批 200 台吉利豪越汽车发

运菲律宾，“贵阳造”汽车正式迈向

海外，该公司拥有了新的突破点及

市场增长点。

“十三五”期间，贵阳市围绕汽

车制造产业链， 先后引进了投资

300 亿元的恒大新能源汽车贵阳基

地、投资 50亿元的比亚迪智能制造

产业园、投资 60亿元的宝能新能源

汽车系列、投资 50亿元的贵阳吉利

发动机等一批重点项目。

如今，这些正在加快推进的项

目，势必助推贵阳市现代工业体系

构成，助推“十四五”期间贵阳做大

城市经济体量。

老牌制造：加快升级转型 焕发新生机

贵州华仁新材料有限公司（下

称贵州华仁）厂区，每天进出穿梭

的大型货车有 200多辆， 平均每天

出厂的的电解铝达 1500 吨，产品供

不应求。这家曾八年亏损、两次面临

破产的老国企， 在清镇千亿级生态

循环铝工业基地焕发着新的生机。

“十三五”期间，贵阳市充分发

挥铝土矿资源禀赋， 以铝基新材料

产业链打造为抓手， 加快推进了中

铝退城进园项目建设， 积极推动全

市铝产业发展。如今，中铝集团标杆

性的优秀项目贵州华锦、 贵州华仁

等企业年产的 220 万吨氧化铝、50

万吨电解铝， 已占全省的 40%；而

12 家铝加工企业实现年产约 64.77

万吨铝加工材产能， 初步形成铝土

矿、氧化铝、电解铝、铝加工较为完

善的铝产业链。

2020 年， 对于贵州机电 （集

团） 有限公司 （下称贵州机电集

团）上下来说，是步入改革创新、实

现跨越式发展的起步年。 数据显

示， 2020 年 1 月至 11 月，该公司

工 业 总 产 值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29.2％， 整体利润实现扭亏为盈，

经济效益持续得到显著改善。

位于经开区的贵州机电集团是

贵州装备制造业主力军，2012 年 4

月，由多家“三线建设企业”组建成

立，旨在发挥老国企的技术、品牌等

优势，做强、做大贵阳市机电装备制

造产业。 这些历史悠久的企业，多

年来形成了以金切机床、电力变压

器、发动机及机组、高效电机、精密

轴承等重要产品为代表的产业体

系。产品覆盖诸多行业，行销全国各

地，出口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为

南极科考站、长江三峡工程、地铁、

轻轨、 电网改造等一系列国家重点

工程和建设项目提供产品和服务。

该集团还重视项目建设， 组成

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如今，高端数控

磨床装备数字化工厂、 高性能铸件

铸造能力提质扩能、 贵阳险峰智慧

物流产业链平台、 超高效电机智能

制造、 精密圆锥滚子轴承生产基地

技术改造、 机电产品再制造循环经

济产业、 页岩气－柴油双燃料发动

机控制系统七个项目， 已进入到市

工商投集团、市产控集团项目库，争

取得到融资支持。

智能制造：实现“工业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