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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0 日，市委常委会

和贵安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 传达

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同志在

2021 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开幕

式和在贵州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省委常委、

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主持并讲话，

省政协副主席、市委副书记、市长陈

晏出席。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登峰，市委

副书记马宁宇，市委常委，市人大常

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贵安新区有

关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

检察长参加。

会议指出， 栗战书委员长在

2021 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开幕

式上的主旨演讲和在贵州调研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带来了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对贵州各族人民的亲切关

怀，是对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贵州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的精准辅导，

饱含着对贵州干部群众的深厚感情，

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精

准有力的指导，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

会，全面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 举办生态文明贵阳

国际论坛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具体体现和生动实

践，是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讲

好生态文明中国故事、 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国际交流合作、 提升生态文

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载体和重

要窗口，要全力以赴，把每一届论坛

办出特色、办出成效。要坚定不移守

护好来之不易的绿水青山， 牢牢守

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大力推动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扎实做好

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 、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等反馈问题整

改，让爽爽贵阳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努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

新绩” 。 要全面落实乡村振兴促进

法，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大力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 着力培养造就新型职业农

民队伍、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推进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

全面发展，努力“在乡村振兴上开

新局” 。

各区（市、县、开发区）、贵阳

市和贵安新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

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市委常委会和贵安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栗战书同志在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开幕式

和在贵州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赵德明主持并讲话 陈晏孙登峰马宁宇参加

贵州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确定 3年目标

2023年 电动汽车充电桩实现乡乡全覆盖

本报讯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 全省分别建成电动汽车充电桩

4500 个、5000 个、5500 个， 到 2023

年，实现电动汽车充电桩乡乡全覆盖

……”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

《贵州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进

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大力

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该方案强调，要将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作为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要内容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

快建设形成以快速充电为主的高速

公路充电网络和覆盖市、县、乡三级

的公共充电网络。

《方案》明确了未来 3 年我省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八项重

点任务：加快构建城际快速充电设施

网络；积极推进公共区域充电设施建

设；重点推进城市居住社区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大力实施县、乡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建设完善旅游景区充

电基础设施；开展面向电动工程车辆

的充换电设施专项建设；持续推进综

合充能项目建设；加强监管服务平台

建设、运营和管理。

其中，我省将充分利用高速公路

服务区停车位建设快速充电站，2021

年优先推进沪昆、兰海、杭瑞、厦蓉、

银百等高速公路贵州段内 20 对服务

区的充电设施建设，2022 年逐步推进

其他已建成高速公路 13 对服务区充

电设施建设，2023 年推进 10 对服务

区充电设施建设。 新建高速公路服务

区要同步建设充换电设施或预留充

电设施建设空间。 在国省干道每隔

150 公里左右选择有条件的地点建设

充换电设施。

积极推进公共区域充电设施建

设方面，《方案》明确，拥有停车场的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等，要利用内部停车场资源建设充

电设施，建设充电设施车位比例不低

于 10%。 在大型商场、超市、文体场馆

停车场以及交通枢纽、驻车换乘点等

城市人口集聚区的公共停车场建设

充电设施，建设充电设施车位比例不

低于 20%。 公交、环卫、机场通勤、出

租、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在停车场站

配建充电设施，因地制宜在运营线路

沿途规划建设快充站。

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强省会”

五年行动以及棚户区、老旧小区和背

街小巷“三改” 工程，按照“科学统

筹、适度超前” 原则，《方案》积极推

进现有居民区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新

建居民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设

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我省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 3 年行动将健全完

善全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监控

与服务平台管理体制，面向全社会构

建由政府监管的服务型平台，引导省

内所有公用、专用充电设施接入平台

接受监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建设电动汽车充电桩 贵州列出时间表

2021年建成 4500个

2022年建成 5000个

2023年建成 5500个,实现乡乡全覆盖

贵州“满天星” 理论宣讲实践团在清镇卫城开展宣讲活动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与群众面对面

本报讯 7 月 21 日，贵州“满

天星” 理论宣讲实践团在清镇市卫

城镇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党史知识

宣讲活动。

据了解，贵州“满天星” 理论

宣讲实践团由贵州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团委、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团委、贵州医科大学神奇民族医药

学院团委和共青团清镇市委联合

组建。 7 月 15 日至 24 日的实践活

动期间，60 名大学生志愿者把学习

党的历史与讲述党的故事相结合，

深入基层一线、 深入人民群众，面

对面开展小规模、互动式、有特色、

接地气的宣讲活动，把百年党史讲

到田坎边、院坝里，讲到群众心里，

并同步开展文艺演出、技能培训等

活动。

当天早晨 9 点半，在卫城镇卫

城小学，大学生志愿者教 20 多个

小学生齐唱《在灿烂的阳光下》，

歌声嘹亮，响彻校园。 志愿者们还

教学生苗绣、扎染艺术，感受贵州

传统文化魅力。

当日上午 10 点， 在卫城小学，

教室里坐满了卫城镇的基层群众。4

名志愿者上台依次宣讲， 讲述党史

故事《娄山关战役》，通过话剧形式

讲述陈望道的 《真理的味道非常

甜》的故事。志愿者还以《在疫情大

考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为题，讲

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

展思想。

“大学生们讲得都很好，中国共

产党始终为人民服务， 国家对我们

老百姓很关心，生活越过越好。 ” 69

岁的卫城社区居民李正荣说。

卫城镇团委工作人员刘玥伶表

示， 大学生到基层开展理论宣讲实

践活动，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形式，如党史知识问答、文艺晚会、

党史故事宣讲、唱红歌等，让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据了解，从 7 月 15 日以来，贵

州“满天星” 理论宣讲实践团在卫

城镇走村入户开展党史知识宣讲、

禁毒防艾知识宣讲、普及普通话等

活动， 开展居民健康问卷调查，并

教当地小学生唱红歌，体验传统文

化等，随后将开展“重走长征路”

等活动。

“我们这次由三校一地共同

组建理论宣讲团， 是形式上的一

种创新， 学生们将党史知识宣传

到基层，不光提升了自身能力，还

体现了当代青年的担当意识。 ” 贵

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赵

祥全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本报讯 7 月 21 日， 记者从贵州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0 年贵州省下达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资金 33.8 亿元，覆

盖全省 88 个县（市、区）的 1.16 万所

农村中小学，惠及近 400万农村学生。

据了解， 全省教育系统统筹抓好

农村学生营养改善，全面实施以“校

校有食堂、人人吃午餐” 为基本的“贵

州特色”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 此外，全省还加强对校园超市、

小卖部的监管， 要求所有非寄宿制中

小学、 幼儿园原则上不得在校园内设

置食品小卖部、超市。已设置食品小卖

部、超市的要逐步退出，寄宿制中小学

确需设置小卖部、超市的，必须取得许

可，且只能售卖纯净水、矿泉水、预包

装面包、 牛奶等食品， 有效杜绝了高

糖、 高盐等不利于儿童青少年膳食营

养的食品进入校园， 保障学生的饮食

健康安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静）

33.8亿元补助金

惠及近400万

农村学生

2020年贵州省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7月贵州好人榜

贵阳1人入围

本报讯 7 月 21 日，7 月“贵州好

人榜” 榜单出炉，全省共 13 人入选，

贵阳 1人上榜。

13 名“贵州好人” 包括 2 名诚实

守信好人、1 名见义勇为好人、6 名敬

业奉献好人、1 名孝老爱亲好人、3 名

助人为乐好人。 其中来自贵阳的陈燕

琴入选“助人为乐好人” 。

1972 年出生的陈燕琴是贵阳市

第十七中学教师。 2017 年 1 月，陈燕

琴创建了“小水滴爱心公益团队” ，致

力于乡村贫困儿童帮扶救助工作。

陈燕琴经常带领团队成员利用

空余时间到山区实地走访，调查了解

贫困学生家庭情况，积极协调联系各

方资源为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献爱

心、送物资。 4 年来，陈燕琴和她的公

益团队先后帮扶 40 多个孩子，根据孩

子情况每月解决生活费 200 至 400

元，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直至

完成学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志愿者在讲台上开展党史知识宣讲活动

新建居民区停车

位应 100%建设

充电设施或预留

建设安装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