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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6 日， 贵阳贵安

“强省会” 行动生态提升相关工作

推进情况新闻发布会举行，通报“强

省会” 行动生态提升的 6项目标及

10项任务。

据了解， 为坚定不移抓好贵阳

贵安“强省会” 行动中各项生态提

升目标任务的推进， 确保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向好，为社会经济发展、产

业转型等方面提供源源不竭的优良

生态环境支撑。 我市组成“强省会”

行动生态提升指挥部， 负责推进涉

及生态提升的“强省会” 目标和任

务。 根据工作要求，该指挥部编制完

成《贵阳贵安“强省会”行动生态提

升工作方案》目前正在抓紧实施。

在“强省会” 行动中，涉及生

态提升的 6 项目标任务分别为：城

市绿地面积到 2025 年新增 500 万

平方米， 现已新增 93.39 万平方

米，完成 2021年任务量 93.39%；新

增污水处理能力，在今年内建成新

庄二期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和未

来方舟二期污水处理厂， 目前，两

厂已竣工，现正通水调试；城市生

活污水处理率，2021 年目标为达到

98%以上，2025 年保持在 98%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2021 年至 2025 年目标均为保持在

100%； 空气质量优良率，2021年至

2025 年目标均为保持在 95%以上，

目前，贵阳市、贵安新区空气质量

优良率分别为 98.4%和 97.1%；绿色

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2021 年目标为 47%， 到 2025 年为

50%。 目前， 各项目标任务正在稳

步、有序推进中。

另外，10 项任务也在有序开展

中， 依法依规调整水库功能和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范围； 推进无废城市

建设， 全面推进工业固废减量化和

资源化； 持续巩固提升贵阳市国家

节水型城市建设成果； 新增城市绿

地 500万平方米； 启动建设乌江供

水工程和建成一批中型水库； 建立

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和土壤环境基础

数据库， 实施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

物排放协调控制试点示范； 实施市

西河、贯城河等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巩固提升南明河流域治理成效；推

进贵州资源循环再利用静脉产业园

建设； 推进东部固废循环产业园等

项目建设； 建设贵州清镇经济开发

区绿色产业示范基地。

下一步， 生态提升指挥部将充

分发挥顶层设计作用，根据《贵阳

市“十四五”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

划》， 结合中共贵阳市委生态文明

建设委员会和贵阳贵安生态环境保

护委员会议事协调职能， 持续完善

统筹调度机制和方法， 及时协调解

决问题并对重点工作跟踪推动，全

力推进全市生态提升工作， 充分发

挥集聚的各类优势条件， 真正建强

省会，贡献“省会力量” 、彰显“省

会担当”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先进事迹发布会昨日举行

“强省会”行动，生态提升这样干

贵州省职业健康

专家库正式成立

●特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的任免

从事危险物品生产、储存以及矿

山开采、金属冶炼活动，安全风险较

大，极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为了加

强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

山、金属冶炼单位安全管理，及时了

解、掌握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及

调整情况，安全生产法规定危险物品

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

炼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任免，

应当告知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 这里讲的告知，是

一种告知性备案，仅是向主管的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告知，

不是审批，这样规定，有利于加强生

产经营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就安全

生产工作方面的沟通。

本报讯 9月 26日，第十四届全

运会群众比赛网球决赛在湖北京山

顺利收网， 贵州选手李思婷获得女

单冠军， 为贵州省在本届全运会群

众比赛中摘得首枚金牌。

据了解，本次全运会首次将网

球纳入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设有

男子团体、男子双打、男子单打、女

子团体、女子双打和女子单打六个

小项，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行业体育协会共 26 支代表队

近 500人参加了本次比赛。 贵州代

表队通过选拔共派出 8 名运动员

（男 3人、女 5人）参加了本次全部

小项的比赛， 为贵州夺得女单金

牌，女双第五的较好成绩。

获得女单金牌的李思婷为贵阳

贵银金租公司在职人员，曾多次在全

国业余网球公开赛上获得单打、双打

冠军。

今年 6月 19日，李思婷代表贵

阳市参加 “我要上全运·社区运动

会”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

网球项目贵州省选拔赛，以女子单打

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代表贵州队参加

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赛网球决赛

资格。9月 19日 -26日，李思婷代表

贵州参加了在湖北京山市举行的第

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赛网球决赛，一

路过关斩将，问鼎女子单打冠军。

李思婷自幼酷爱网球运动，26

岁的她已与网球结缘 20余年。“我

打球的风格是比较耐拼。 ” 李思婷

告诉记者，在比赛中，尽管与对手处

于胶着状态，但她都尽量调整心态、

克服紧张，以稳定的状态，持久地耐

力战胜对手。 李思婷表示：“这是我

目前取得的最有含金量的奖牌，这

次能代表贵州参加全运会本身就是

一种荣幸， 今天能为贵州队拿下金

牌更是荣幸之至。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杜立）

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卫健委获

悉，近日，贵州省职业健康专家库正

式成立， 专家涵盖职业卫生检测评

价、放射诊疗管理、核技术工业应用、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等 27 项共 409 人， 为全省职业健康

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提高职业

病防治水平。

按照要求， 职业健康专家库专家

将严格按照要求， 参与全省职业健康

相关工作， 接受职业健康法律法规咨

询、技术标准审查和职业（放射）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评审。同时，参与职

业病危害事故调查， 职业病危害专项

治理，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三同时” 的审查验收和政策咨询、科

学研究、技术论证等技术工作，在提升

职业病防治能力中发挥积极作用。

据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

处长刘彬介绍， 贵州已将职业病防治

工作纳入全省重大疾病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各市、县全部完成职能划转。省、

市、 县三级职业防治技术支撑网络基

本建成，职业健康监督执法、重点职业

病风险监测和职业危害因素监测实现

县级全覆盖。

目前，全省有职业病诊断机构 15

家，分别为贵州省第三人民医院、贵阳

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遵义市第一人

民医院、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总医院、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首

钢水钢总医院、安顺市人民医院、中国

贵航集团 302 医院、 毕节市第一人民

医院、 毕节市中医院、 铜仁市疾控中

心、黔东南州人民医院、贵州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 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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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公告

尊敬的首开紫郡业主：

您所购买的龙洞堡木头寨片区 G（10）

20、21、22 号地块项目 B8-B13 栋 （首开紫郡

紫麓源 8-13 号楼）已具备交付条件。 我公司

定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至 30 日 9:30-16:30 集

中办理交房手续，办理地点：首开紫郡紫麓源

1号楼负一层物业办公室。 请您携带入住通知

书等相关资料前往办理房屋交付手续。如因个

人信息或联系方式变更导致无法查收入住通

知书的，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为书面已送

达买受人。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851-�88108888���

贵阳首开龙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26日

修文县翠屏路安置房源点交房公告

尊敬的翠屏路安置房源点涉及温家坡、 翠屏路片区

等项目安置的被征收户：

修文县翠屏路安置房源点已建成完工， 即将开始交

付使用，现将交房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房办理时间：2021年 10月 9日至 2021年 10月

15日

二、交房办理地点:修文县棚户区改造服务中心一楼

（修文县龙场街道办吴家巷 26号）。

三、所需资料：被征收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

册原件及复印件、改选补充协议原件、结婚证原件及复印

件；委托他人办理交房事宜的，被委托人需携带委托书原

件、改选补充协议原件、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户口册原件及复印件；签订协议的被征收人已经

死亡的，由合法继承人协商一致，委托其中一人携带委托

书原件、协议原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被征收人

死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以上所需复印件均为 1份。 .

��������四、过渡费截止时间：2021年 10月 9日。

特此公告。

修文县棚户区改造服务中心

2021年 9月 27日

贵州金融城

临街旺铺多间，面积 120-200M

2

中山东路中东派出所旁商铺

面积 20M

2

中山东路 169 号临街一层商铺

面积约 200M

2

面积约 1585M

2

面积约 846M

2

阳光城·启航中心一批新铺招租

面积约在 12-811M

2

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 101 大厦 B 座 35 层

未来方舟G6 组团负 4-9 号临街临河一层商铺

电话：0851-85871039 18085157765

广告

本报讯 9 月 26 日，2021 年

度贵阳市“新时代好少年” 先进

事迹发布会在贵阳举行，30 名

2021 年度贵阳市 “新时代好少

年” 获表彰。

发布会由中共贵阳市委宣传

部、贵阳市精神文明办、贵阳市教

育局、共青团贵阳市委、贵阳市妇

联、贵阳市关工委联合主办。

整场发布会由 “少年智则国

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

国进步”三个篇章组成。各个篇章通

过视频播放、故事讲述、文艺表演、

现场互动等方式生动展示了“新时

代好少年”的先进事迹。

荣获 2021年度贵阳市“新时代

好少年”称号的学生中，有立志勤学、

自信乐观、爱好篮球全面发展的姚涵

予，有勇挑生活重担、不惧艰难、自强

自立的雷仪，有充满正能量、传承红色

基因、勤学善思的李沐樨……

发布会上，主办方向 30名获得

2021年度贵阳市“新时代好少年”

荣誉称号的学生颁发了证书。

据了解， 今年 7 月，2021 年度

贵阳市“新时代好少年” 集中推介

评审工作启动，经各区（市、县）推

荐、评审组审核、媒体公示等程序，

30 名学生脱颖而出。 围绕本次评

选，贵阳市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 为主题，开设专题网页，以文

字、图片、视频等形式，通过全媒体

传播对“新时代好少年” 的事迹广

泛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活动围绕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以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 推出

事迹突出的青少年典型， 引导广大

未成年人见贤思齐， 努力成长为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贵阳30名学生获“新时代好少年”称号

全运会群众项目贵州夺首金

安全生产知识

确定了6项目标10项任务

李思婷在比赛中

本报讯 9月 26日， 第十四

届全运会体操项目进入最后一

个比赛日的争夺。 在率先进行的

男子跳马比赛中，“00后” 小将

陈治龙发挥出色， 以 14.290 分

为贵州队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铜

牌。随后在男子单杠比赛中，“四

届元老” 邓书弟凭借稳定的发

挥，为贵州代表团再添一铜。 至

此，贵州体操队以 1 银 2 铜的成

绩结束了本次全运会全部比赛。

（杜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