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

第 72个建队日，10月 13 日，共青团贵

阳市委、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少工委

在南明区尚义路小学举行了“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少年强则中国强，国

之强大我的责任” 2021 年贵阳市少先

队“十·一三”建队日主题示范活动。

在少先队员共同高唱《中国少年

先锋队队歌》后，活动正式开始。

活动展示分为三个篇章， 包括溯

源红色基因、 牢记党的嘱托和扛起强

国之责。 在第一篇章，《木板车上的信

仰之歌》研学展示中，少先队员们来到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学习党

史，感受“红色力量” 。舞台剧《流传在

中华南路上的革命故事》 呈现了九一

八事变等斗志昂扬、 气势磅礴的革命

故事。

在第二、三篇章中，红领巾研究共

同体研究成果、红领巾“成长宣言” 发

布， 学生们现场宣讲《党的嘱托记心

间》、朗诵《少年中国说》。

“有一种颜色，飘扬在心中永不褪

色，那是红领巾的颜色；有一种光荣，

令人激动不已， 那是戴上红领巾的光

荣。 ”“少年强则国强，我一定更加发

奋学习，开拓进取，做优秀少先队员！”

少先队员张栩然说道。

当天的活动还举行了贵阳市 2021

年少先队“三优” 表彰仪式，为 2021

年贵阳市“优秀少先队员”“优秀少先

队集体”“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颁发荣

誉证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静 孙维娜）

本报讯 日前，全省卫生健康高

质量发展大会在贵阳召开， 记者从

会上获悉，近年来，我省中医药发展

取得长足进步， 向着中医药强省的

目标大踏步前进， 有力增进了人民

健康福祉。 与“十二五”期末相比，

全省中医类医院从 116 家增加到

142 家， 床位数从 20780 张增加到

30452 张， 每千人口床位数达 0.71�

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从 211

个增加到 1544个，在全国率先实现

全覆盖。 中医执业（助理）医师从

8555人增加到 15367人， 每千人口

中医执业（助理）医师数达 0.40人。

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

工作，成立省中医药管理局，并先后

出台《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实施意见》，颁布实施《贵州省

中医药条例》， 召开全省中医药大

会，建立中医药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了党政重视、部门协同、上下联

动、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推动贵州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向着中医药强

省的目标大踏步前进。

“十三五”期间，新增三级中医

类医院 6家， 建设国家级重点专科

20� 个、省级重点专科 280 个，设立

中医医疗质控中心 23个。 大力实施

“人才提升工程”“黔医人才计

划” ，开展苏黔、津黔、粤黔等合作，

逐步建立中医人才蓄水池。 建成中

医规范化培训基地 7个， 培养全科

专业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2906 名、

“5+3” 全科医生 410�名、“3+2” 助

理全科医生 353名， 培训乡村中医

生 5500人。 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博

士）从 123 人增加至 566� 人，增幅

141.09%；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员从

865人增加至 1620人，增幅 87.28%。

科技创新含量不断增加。

“十三五”以来，共支持 607 项

中医药民族医药专项科研课题，药

用植物功效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获批组建， 建成全国第一家民族药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苗药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苗医药博物馆投

入使用。

随着东西部对口帮扶不断深

入。东部地区 64家三级甲等中医院

对口帮扶我省县级中医类医院实现

全覆盖， 全省中医院共建成治未病

科 51个、中医康复科 52 个，建成重

点特色专科 193个， 拓展建成急诊

急救等科室 66个，累计开展远程相

关服务 13290例次。

（张晔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2021年 10月 14日 星期四

要闻

编辑／版式 安占明 校对／ 陈颉

2

本报讯 10 月 13 日，市委副书

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陈晏主持

召开贵阳市政府党组、 贵安新区管

委会党组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市

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市政府党组成员、 贵安新区管

委会党组成员出席。 非党员副市长

列席。

会议指出，贵阳市、贵安新区各

级各部门要始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对贵州对贵阳贵安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

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坚决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在贵阳贵安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孙中山先生等辛

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 坚决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始终牢记

“国之大者” ，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作出应有

贡献。 要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坚持人民至

上，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

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连续

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加快绿色低

碳转型，努力在国际合作领域实现

更大作为，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

略新举措，紧扣“四新”“四化” 需

要，深入推进人才强市战略，推动实

现人才数量、人才质量大跃升，为实

施“强省会” 行动提供坚强人才支

撑。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以人为本、

风险预防、分类管理、协同配合的原

则，不断提高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

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把生物安全

建设重点任务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会议要求， 要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和“牢记殷切嘱托、忠诚干

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 专题教育，

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

活动，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就业、

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全心

全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要始终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 全面实施整体提升卫生健康水

平攻坚行动计划， 加快提升卫生健

康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 服务好群

众、服务好全省。

贵阳市各区（市、县、开发区）、

市直有关部门和企业， 贵安新区有

关部门、企业和乡（镇）负责人参

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陈晏主持召开贵阳市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党组会议

本报讯 10 月 13 日，市委副书

记、 市长陈晏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

会议、 贵安新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

议， 传达学习全国全省有关会议精

神， 听取国庆节期间相关工作情况

汇报， 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创建、旅游产业化、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等工作。

会议指出， 今年国庆期间，贵

阳贵安安全生产、疫情防控、应急

值守和旅游服务等工作扎实开展，

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

和的节日。 要抓紧经济工作不放

松，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奋力完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要

抓紧疫情防控不放松， 周密做好

“外防输入” 等工作，坚决守住来

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要抓紧安全生

产不放松，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坚决防止和遏制各类安全事

故发生。 要抓紧社会稳定不放松，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坚决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持

续稳定。 要抓紧民生保障不放松，

持续抓好市场供应、物价稳定和供

水、供电、供气等工作，确保满足百

姓生活、 城市运行和企业生产需

求。 要抓紧应急值守不放松，严格

做好信息报送、 应急处置等工作，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

社会环境。

会议强调，要深化对法治政府

建设示范创建工作的思想认识，站

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的高度来认识和看待创建工作，聚

焦重点、压实责任，统筹好创建资

源力量， 清单化推进各项任务落

实，营造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协同

推进、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浓厚创

建氛围，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综合

示范创建工作。 要坚定不移推进旅

游产业化， 树立鲜明市场导向，更

加注重质量效益，大力实施市场主

体培育行动、业态升级行动、服务

质量提升行动、盘活闲置低效项目

攻坚行动，加快旅游签约、在建项

目建设，以市场化方式办好第十七

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推进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坚

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紧

盯中央、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贵阳

贵安排查梳理问题以及群众反映问

题和新发现问题， 加大问题排查整

治力度，加快整治工作推进进度，认

真细致开展问题整治“回头看” ，发

现问题及时研究、及时解决，做到坚

决整改、彻底整改，以实实在在的整

改成效提高群众生态获得感、 环境

满意度。

贵阳市各区（市、县、开发区）、

市直有关部门和企业， 贵安新区有

关部门、企业和乡（镇）负责人参

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晏主持召开贵阳市政府常务会议贵安新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全省有关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等工作

日前，记者从全省卫生健康高

质量发展大会上获悉，全省中医药

系统将从四方面加快完善中医药服

务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实施

“中医药强省战略” 。

在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方面：

加快补齐中医药服务体系短板，推

动省、市、县三级中医医院建设；强

化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争创国家

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中医药传

承创新中心，建设一批省级区域中

医医疗中心、省级中医重点学科和

中医优势专科；注重中医类医院内

涵建设，扎实推进中医经典病房建

设，切实发挥中医药在危急重症、疑

难杂症中的独特优势作用，建设包

括骨伤、肛肠、儿科等省、市、县级中

医优势专科群。

在增加中医药服务供给方面：

推动建成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

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加

强名医堂、示范中医馆建设，提升

65 岁以上老年人和 0-36 个月儿童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中医药服务能

力；发挥中医药在康复保健方面的

优势，建设省、市级中医康复中心，

推动县级二级甲等中医类医院建设

中医康复科。

在强化中医药队伍建设方面：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强化中医经典

课程主体地位，建立早跟师、早临

床、多临床的学习制度。鼓励西医学

习中医，允许临床类别医师通过考

核后提供中医服务，参加中西医结

合职称评聘。 健全与职称评审、评

优评先等方面挂钩的中医师承制

度、继续教育制度，推动建立中医药

行业表彰长效机制。强化师承教育，

依托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省级名

中医，在市、县建设一批国医大师、

全国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

省级名中医传承工作站。 完善确有

专长人员考核办法，加大中医（专

长）医师培训力度。 实施中医人才

学历提升计划。

在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方面：

深化中医药基础和临床研究， 推进

省级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 开展

中医药防治重大、难治、罕见疾病和

新发突发传染病等临床研究。 挖掘

整理中医药经典名方、民间验方、秘

方技法等传统技艺， 传承好名老中

医学术经验、老药工传统技艺，建立

民间验方、秘方数据库，让“藏在古

籍”“散在民间”“用在临床”“融

在生活”的中医药文化传承下来、延

续下去、发扬光大。 ■张梅 张晔

我省基层中医馆在全国率先实现全覆盖

与“十二五” 期末相比，从211个增加到1544个

四个方面，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

少先队建队日

贵阳举行主题活动

本报讯 日前，省工信厅确定了贵

州省 2021 年“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认

定名单，139家企业入选。其中，认定贵

州黎阳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60

家企业为“贵州省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

省工信厅通告称， 经企业自愿申

报、地方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推荐、专家

审核及社会公示等程序， 现已完成贵

州省 2021 年“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培

育认定工作， 确定了贵州省 2021 年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认定名单。认定

贵州航天凯山石油仪器有限公司、贵

州慧联科技有限公司等 139 家企业为

“贵州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

省工信厅要求各市（州）中小企

业主管部门做好梯度培育工作， 加大

对“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的培育力度，

推动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向“专精

特新” 中小企业聚集，引导广大中小

企业走“专精特新” 发展之路。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有效期为 3

年，本批次“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有效

期为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各市（州）中小企业主管部

门要切实履行职责， 做好跟踪服务和

监督， 有效期内发现虚假申报或存在

违法违规行为、发生重大安全、质量、

环境污染等事故的，一经查实，将撤销

其“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称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我省139家中小企业

获“专精特新”认定

今年———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