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产业试点

贵州 5项目入选

本报讯 10 月 13 日，记者从贵阳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获悉， 为持续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

行动，规范城市渣土运输秩序，保障城市环境干

净、整洁，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多部门

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分别对全市建筑工地、

消纳场等渣土运输场所进行运输监管和查处。

目前， 联合执法成员单位已累计出动人员

800 余人次、检查工地 145 家次，督促工地整改

扬尘污染问题 280 起，督促冲洗工地口 292 次，

督促工地对周边路段洒水降尘 238 次， 处置突

发污染事件 1 起，处罚共计 14 起，下达整改通

知书 5 份，处罚金额 20000 余元；检查各区各路

段周边建筑废弃物运输车 3000 余辆次，督促整

改 42辆次，劝返 200辆，暂扣 1辆，处罚车辆 10

辆，总计罚款金额 5000元。

通过集中整治，进一步遏制了车辆超高超

载、带泥出场、违规运输等问题。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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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3 日， 记者从

贵阳市大数据局获悉，2021 年贵

阳市拟在县城、 乡镇、 农村建设

544 个 700MHz5G 基站， 县城以

上区域有望实现 700M 网络补

弱、补盲全覆盖。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明确指出，实施数字乡村

建设发展工程，推动农村千兆光

网、第五代移动通信（5G）、移动

物联网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完

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支持

农村及偏远地区信息通信基础

设施建设。

700M 网络建设是贵阳市贯

彻落实国家网络强国战略、 持续

加快以 5G为引领的“新基建” 建

设步伐的重要举措， 是贵阳作为

全国首批 5G 试点城市巩固提升

网络质量的有效抓手。 700M频段

具有覆盖广、速率高、穿透力强等

优势，它的投用可以和 2.6G 频段

形成互补优势， 实现城市深度覆

盖和农村广覆盖， 满足未来各种

需要广域覆盖的 2C 和 2B 业务

需求，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

牢网络基座。

目 前 ， 贵 阳 市 首 批

700MHz5G 双示范基站已于 8 月

底落户花溪区高坡村、 新安村和

修文县农产品电商物流园， 拉开

了贵阳园区、农村双场景 5G 网络

信号覆盖建设的序幕。

下一步， 贵阳市大数据局将

统筹各运营商单位， 根据市场重

点和人民群众需求， 逐一开展乡

镇及农村网络提升建设， 实现

700MHz5G 基站乡镇全覆盖、红

色景区及高价值农村覆盖， 打造

高质量 5G精品网络，努力消除城

乡“数字鸿沟” 。 （黄玉叶 贵阳

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5G基站，贵阳今年再“扩容”

拟建 544 个，进一步实现乡镇网络全覆盖，消除城乡“数字鸿沟”

本报讯 10 月 13 日， 贵阳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布公告， 将贵

阳市云岩区、南明区、观山湖区、

乌当区、白云区、花溪区、高新区、

经开区范围内企业办理十四类不

动产登记事项， 在资料齐备前提

下，企业即来即办，当日办结。

此次可以当日办结的十四类

不动产登记事项分别是：1、权利人

为企业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 （存量房

买卖）；2、权利人为企业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转移登记；3、权利

人为企业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及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 （国有

企业改制及资产处置）；4、权利人

为企业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转移登记（国有企业改制及资产

处置）；5、权利人为企业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变

更登记（企业的名称、地址、使用

权类型、面积、年限、用途）；6、权

利人为企业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变更登记 （企业的名称、地

址、 使用权类型、 面积、 年限、用

途）；7、权利人为企业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换证业

务 （原不动产权属证书破损、污

损）；8、权利人为企业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换证业务（原不动产

权属证书破损、污损）；9、义务人

为企业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房屋所有权的抵押登记；10、 义务

人为企业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抵押登记；11、 义务人为企业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

权的抵押变更登记；12、 义务人为

企业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抵

押变更登记；13、 义务人为企业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

权的抵押更正登记业务；14、 义务

人为企业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抵押更正登记业务。

该中心还将根据上述贵阳市

范围内的企业办理提出的业务需

求， 在适当时机调整扩大办理业

务范围， 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进一步压缩企业办事时限———

十四类不动产登记事项当日办结

10月 13日，记者来到息烽县

走访，发现花园南路、新华路等路

段， 存在机动车逆行和违规停放

在人行道上的情况。

在新华路， 多处路段存在车

辆未按规定停放的情况。 记者现

场看到， 在息烽县残疾人联合会

附近路段，该处指示牌写着“停

车泊位外停车，扣三分、拖走” 的

警示语， 但仍然有一些机动车未

在停车位内停放， 甚至还有一辆

货车停在斑马线上。

在花园南路， 有车辆停放在

人行道上。记者现场看到，在该路

段新奥尔良烤翅门店前的人行道

上，横着停放一辆机动车，影响行

人通行， 路过的行人只能从机动

车道上绕行， 就在不远处的人行

道上还有一块牌子写着“人行道

严禁停车违者拖走” 的警示语。

在维美客栈附近路段， 两侧的人

行道上停满了机动车。 记者在现

场看到， 一些车辆整个车身停放

在人行道上， 一些车辆部分车身

在机动车道上、 部分车身在人行

道上，该处路段本就十分狭窄，违

停车辆加剧了行人和车辆的通行

难度。

在虎成大道与玄天西路交叉

路口环岛，有几辆机动车停放。记

者在现场看到， 该处环岛靠近一

品药业的机动车道上， 停放有三

辆机动车， 对右转的车辆造成一

定影响。

在西门公路立交桥， 桥面一

侧车道上停满了机动车。 记者在

现场看到， 该处桥梁路面仅有两

条车道，且为双向通行，但其中一

侧的车道上停满了机动车， 来往

车辆只能共用一条车道， 容易引

发交通事故。

在公园新村路的温馨旅社附

近路段， 有不少车辆停放在人行

道上。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处人行

道上停放有多辆机动车， 将人行

道完全占用， 路过的行人只能从

机动车道上通行，十分危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伟

息烽县部分道路 机动车乱停乱行

■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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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开展专项行动

整治建筑垃圾运输

本报讯 经各单位推荐、专家组评审、网上

公示，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确定“基于

大数据的汽车生产数字化平台” 等 204 个项目

为 2021 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其

中，我省有 5个项目入选。

省工信厅披露， 入选的 5 个项目为贵州航

天云网科技有限公司的 “面向电子信息行业的

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大数据融合应用项目” 、贵州

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基于三级治理的

大数据融合创新及商品化应用平台” 、贵州省信

息中心的“国省市县一体化跨行业数据融合应

用服务平台” 、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贵州省多源数据安全开发利用平台” 、中

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的 “区县级公共数

据资源开发利用平台建设及运营模式创新项目

（以贵阳市白云区‘智慧白云’项目为例）”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工信部办公厅确定 2021 年大数据

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