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生态渔业

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刚刚过去

的 2020 年中，省市县三级生态渔业专

班上下联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渔业生产，按照“好水好鱼、优质优

价、丰产丰收” 的总思路，推动全省生

态渔业产业扩面、提质、增效，生态渔

业产值突破 60亿元，达 61.09亿元。

为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优

化养殖业空间布局，2018 年以来，贵

州省委、省政府将生态渔业作为 12 个

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之一纳入农村产业

革命， 全省上下聚焦湖库大水面增养

殖、稻渔综合种养、冷水鱼健康养殖、

绿色设施渔业， 全面推动生态渔业发

展， 走出了一条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

2020年，“贵水黔鱼”公共品牌礼

遇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贵州鲟鱼”

活体水产品首次实现直接出口贸易。

2020 年全省生态渔业产业“年度

成绩单” 显示：渔业产值实现 61.09 亿

元 （一产）， 发展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280.04 万亩， 累计发展湖库生态渔业

面积 63.58 万亩，鲟鱼产量 1.91 万吨。

累计带动 76.5万户农户增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暂停执行

本报讯 2 月 22 日，2 月贵州好人

榜出炉，全省共 19 人上榜，贵阳市 2

人上榜。 19 名“贵州好人” 包括 2 名

见义勇为好人、2 名诚实守信好人，6

名敬业奉献好人、3 名孝老爱亲好人、

6名助人为乐好人。 其中，贵阳市的邵

颖入选“助人为乐好人” ，周发辉入选

“诚实守信好人” 。

2001 年出生的邵颖是江汉大学

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2021 年 1

月 12 日 17 时 31 分， 北京至昆明的

G405 次列车上， 突然响起广播：“列

车上有没有医生， 一名婴儿被食物卡

住急需救治，请速到第二车厢！ ” 邵颖

与同班同学吴婷婷以及北京大学医学

部学生陈中阳、 鄂州职业大学护理专

业学生谌丽听到广播寻医后， 不约而

同赶往第二车厢。 在列车长翟超的共

同帮助下， 使用海姆立克法接力对婴

儿进行施救，并及时疏散周围旅客，保

证空气流通。 经过紧张急迫的合力救

治，婴儿吐出了全部异物。同时列车提

前到达湖南怀化南站， 婴儿被迅速送

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转危为安。

1982 年出生的周发辉是贵州力

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 周发辉

从进入公司开始就秉承诚实守信的经

营理念做好公司各项工作， 将诚信建

设贯穿融入到企业运营发展、 企业文

化培育等各方面，坚持诚信经营，依法

依规缴纳税费，从不拖欠员工工资，足

额为职工缴纳工伤、 生育、 医疗等保

险，加强企业诚信教育，大力表彰“诚

实守信” 好人好事，为企业长远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因为周发辉的“讲诚

信、有信誉” ，也吸引了许多省外机构

和公司寻求合作。 （金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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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 22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

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

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

月工程成果展览，充分肯定探月工

程特别是嫦娥五号任务取得的成

就。他强调，要弘扬探月精神，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勇攀科技高

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

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不断推

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为人类

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

热烈。上午 10时许，习近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同志步入会场，向参研参

试人员代表挥手致意，全场响起经

久不息的掌声。 习近平同孙家栋、

栾恩杰等亲切交流，并同大家合影

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

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

程成果展览， 听取有关月球样品、

工程建设、技术转化、科学成果、国

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介绍。

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详细询问有

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

圆满成功， 标志着探月工程“绕、

落、回” 三步走规划圆满收官，是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

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

设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

天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7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

全体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

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

神，不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可喜可

贺、令人欣慰。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

的共同梦想， 要推动实施好探月工

程四期， 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

测新征程。 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

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

筹谋划，再接再厉，推动中国航天空

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创新发

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

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

黄坤明、王勇、肖捷出席上述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

络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

自治区、直辖市任务保障部门代表

等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

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

大战略决策，工程自立项以来圆满

完成六次探测任务。嫦娥五号任务

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

大的航天系统工程， 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

样返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

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 2月 22日，2021年贵阳

贵安党委网信暨“扫黄打非”工作会

议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贵州贵阳工作的重要指示

特别是今年春节前夕视察贵州贵阳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针、 为动力，

深入落实全国、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

神，全国、全省“扫黄打非”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全国、全省网信办主

任会议精神，总结去年工作，分析形

势，研究部署 2021 年网信暨“扫黄

打非”工作。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

委网信委副主任、市公安局局长陈

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网信委副主

任、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孙绍雪讲话。

会议强调，贵阳贵安网信系统

和“扫黄打非” 战线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以庆祝建党百年宣传教育为主线，

以“宣传工作机制创新年”为抓手，

全力做好今年网信和“扫黄打非”

各项工作，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大力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动,

奋力谱写新时代贵阳贵安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要求，要科学研判形势，紧

扣主线主责，系统推进网络综合治理

体系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系统

推进“扫黄打非”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建设，持续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要

聚力从严从实， 全力确保网信、“扫

黄打非”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伟）

本报讯 2 月 22 日， 记者从相

关部门获悉， 贵州省工伤保险基金

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暂停执行阶

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据介绍，2018 年 4 月，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出台《关于

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

通知》,明确“自 2018 年 5 月 1 日

起，在保持八类费率总体稳定的基

础上，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

付月数在 18（含）至 23 个月的统

筹地区，可以现行费率为基础下调

20%” ，下调时间为一年” 。 该文同

时明确，“下调费率期间， 统筹地

区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到合

理支付月数范围的， 停止下调” 。

2019 年、2020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 财政部等部门又陆续下文，

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

率政策。

2018 年以来，我省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 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

费率。 2020年，为缓解企业困难，推

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支持稳定和

扩大就业， 我省又阶段性减免企业

工伤保险费， 同时提高了全省工伤

职工的伤残津贴标准和供养亲属抚

恤金标准。三项政策叠加后，基金收

入大幅减少，基金收支失衡。

目前， 我省工伤保险基金累计

结余可支付月数已低于国家规定基

金累计结余 9 个月的正常规模，为

保障工伤保险基金运行安全， 根据

《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

率的通知》规定，需要对阶段性降

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进行调整，为

此， 我省决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 暂停执行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

费率政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

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2021年贵阳贵安党委网信暨“扫黄打非”工作会议召开

研究部署网信暨“扫黄打非”工作

月壤首次公开亮相 新华社发

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我省工伤保险基金———

贵阳两人入选

2月贵州好人榜

贵州生态渔业

去年产值超60亿元

2月 2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

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这是习近平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

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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