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在多项重大安全隐患 两家铝加工企业被罚

开通“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打非治违” 专线以来———

贵阳贵安处置举报问题线索 1200余件

本报讯 6 月 22 日， 记者从市应急管理

局获悉，为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的社会监督，鼓

励群众积极参与举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

为，贵阳贵安开通了“12345” 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打非治违”专线。 专线开通以来，共受

理投诉举报问题线索 1331件，处置 1264 件；

核实举报 6起，兑现奖金 6.78万元。

近期， 市应急管理局和修文县应急管理

局接到群众举报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行为线

索，经核查认定群众举报事项属实，分别向举

报群众兑现奖励。

市应急管理局接到群众实名举报， 反映

某矿山企业存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某

化工企业存在超量储存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等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该局立即对举报事项进

行实地核查，认定群众举报事项属实，依法查

处两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市应急管理局按

照 《贵阳贵安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

（试行）》有关规定，向举报群众分别兑现了

18000元奖励，共 36000元奖励。

修文县应急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 反映

某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新进从业人员开展岗前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该局立即对举报事项进

行实地核查，认定群众举报事项属实，对该企

业进行了行政处罚，罚款 30000元，涉事企业

已缴清罚款。 修文县应急管理局依照《贵阳

贵安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 （试行）》

有关规定，向举报群众兑现了 9000元奖励。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韦鑫）

本报讯 6 月 22 日，“爽爽贵阳” 城市

IP 文艺作品暨“爽爽贵阳等你来” 城市歌

曲创作征集活动启动。

“爽爽贵阳” 城市 IP 文艺作品征集方

案明确，作品以“六爽” 为表现主体，彰显

“爽爽贵阳” 的独特魅力，内容健康、贴近

生活、富有时代感、充满正能量，文艺组织、

个人均可投稿。 征集作品分为文学创作、艺

术展现、舞台表演三大类，其中，文学创作

包括散文、随笔、游记、现代诗歌等；艺术展

现包括书法、美术、摄影等；舞台表演包括

音乐、戏曲、舞蹈、朗诵、影视等。 征集结束

后， 将组织专家评选出优秀作品在 “壹刻

宝” 展播，并择优向相关刊物、网站、微信公

众号推荐发表；书法、美术、摄影等作品将

在贵阳美术馆集中展览。

“爽爽贵阳等你来” 城市歌曲创作征

集活动由线上作品征集和线下专业团队采

风两部分组成。 线上作品征集活动将持续

到 8 月 31 日，通过人民网、新华网、多彩贵

州网、贵阳网、甲秀新闻、新浪、腾讯、网易

等主流和商业媒体面向全国发布征集信

息。 作品征集完毕后，将组织国内知名音乐

人、专家、媒体人对作品进行筛选评比。 对

于入选作品，除给予奖励外，更注重宣传推

广，将联合抖音、快手、喜马拉雅、酷狗音

乐、 新浪微博等知名平台组建的爽爽贵阳

音乐传播联盟， 对入选的优秀作品进行全

方位推荐； 邀请国内顶级歌手对优秀作品

进行演绎，进一步提升作品的影响度、感染

力。 线下采风活动由全国知名音乐人张超

牵头，邀请省内外 20 余名知名音乐人共同

组成“爽爽贵阳等你来” 歌曲采风团，于 7

月中旬赴甲秀楼、文昌阁、青岩古镇、天河

潭、蝴蝶谷、云上方舟、修文阳明文化园等

地，挖掘品牌内涵，创作具有贵阳“地标”

独特魅力的优秀作品。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联、

观山湖区委区政府等承办， 旨在进一步挖

掘“爽爽贵阳” 的城市内涵，通过向社会征

集优秀文艺作品， 诚邀全国文艺工作者集

思广益、共同创作，讲述贵阳故事、传递贵

阳声音、传播贵阳形象、展示“六爽” 魅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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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爽爽贵阳“城市文化名片”

贵阳启动征集城市 IP文艺作品和城市歌曲

6月 22日，在修文县大石布依族乡

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的八年级教室里，

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刘旭正在上课。 1997

年开始教书的他， 是学生信任的好老

师，也是学生敬佩的“救火英雄” 。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 2018 年 4 月

27 日，我在下班回石林村的路上，突然

看到邻居家二楼冒出滚滚浓烟，当时没

想太多，找了个桶，装满水就冲进去了，

边跑边大声喊人帮忙，大家一起救出一

个老人和两个孩子。 ” 刘旭说。

说起当时情况的紧急，刘旭记忆犹

新：“烟很大，我匍匐前进往里摸，先找

到一个女孩，女孩意识到被救后，指了

指另一个孩子的位置，我就左手抱住女

孩，继续匍匐着找到另一个孩子，随后

两只手各抱一个孩子，赶紧朝门外冲出

去。紧接着，附近的村民赶来，大家又一

起把老人救出去。 ”

后来， 其中一个小孩烧伤较重，所

需医治费用较高，刘旭带头捐款，并发

动亲戚朋友共献爱心。 仅用一个星期，

发生火灾的村民家中就收到亲朋好友

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捐款共 50 多万元。

“2020 年，市里发了道德模范奖金 1 万

元，我也拿给邻居家了，他们比我更需

要这笔钱。 ” 刘旭说。

“我不后悔进火海救人，也一直希

望社会上能有更多好心人和正能量。 我

一直坚信，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 刘旭

感慨地说，2019年底， 父亲因脑部积水

住院半年，出院后便在家休养。 当刘旭

平日忙着工作时，邻居和亲朋好友就会

自发来家中帮忙照看父亲。

“我很感动，也更加坚定了去帮助

更多人的想法，通过传递‘与人为善、助

人为乐’的积极生活态度，为建设文明、

友善的社会奉献力量。 ” 刘旭说。

邻居说， 刘旭在 16 年前就开始试

着给孩子理发，随着手艺的熟练，现在

还有很多邻居专门找他理发。 多年来，

刘旭为街坊邻居免费理发 1000 多人

次。

2020年，刘旭先后被评为贵阳市道

德模范和贵州省道德模范；2021 年，刘

旭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这段时间， 贵阳综保区商务局从上到下

都很忙。作为具体执行单位，该局正和筑城海

关及辖区有关部门、企业联动，在省商务厅、

贵阳海关及市级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如火如

荼地开展贵阳国际陆港（无水港）的筹备建

设工作。

省市区上下全力建设的贵阳国际陆港

（无水港）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建贵阳国际

陆港？ 记者进行了深入了解。

贵阳国际陆港抢抓机遇立项

在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的内陆省份贵

州，物流成本高、时间成本高是不少外贸进出

口企业的痛点， 也是制约区域外贸增速发展

的瓶颈。

今年初，新国发 2号文件印发，明确贵州

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的战略定位， 提出支

持广州港、深圳港、北部湾港在贵州设立无水

港。 这让贵阳综保区看到了重大发展机遇。

贵阳综保区保税业务与口岸服务中心副

主任虞佳介绍，内陆无水港即国际陆港，指在

内陆地区建立的具有报关报检、签发提单、集

装箱提还箱周转等港口服务功能的物流港，

是沿海港口功能内迁的重要据点， 以铁路货

运为主，实现海铁联运，能极大提升内陆地区

货物进出港的流通效率，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贵阳综保区是全省‘1+8’ 国家级开放

创新平台之一，也是贵阳‘四轮驱动’ 的重要

一极，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

桥头堡作用，为全省对外开放做好服务。建设

运营好贵阳国际陆港我们当仁不让。 ” 虞佳

说，省、市多次召开专题会、实地调研，并于 4

月初明确，集中政策资源，支持在贵阳综保区

建设贵阳国际陆港（无水港）。

“软硬”并重推进港口建设

建设一个具有港口服务功能的物流港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把通道（港口）、平台等

基础建设好，才能更好地汇集产品货源、吸引

产业聚集。

通道建设方面，2021 年 4 月 30 日，都拉

营国际陆海通物流港开通运营， 通过西部陆

海新通道连通钦州港；2021 年 11 月 18 日，

贵州中欧班列实现“零突破” ，已纳入国家图

定班列；2022 年 5 月 18 日，首批中老铁路衔

接中欧班列货运通关测试成功， 一条新的

“黔货出国”国际物流渠道开通……

“国际通道已有中欧班列、中老铁路、西

部陆海新通道，国内通道可选择粤黔大通道、

长江经济带。但光有通道不够，海关监管作业

场所、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物流港等软硬件基

础设施也缺一不可。 ”虞佳说，贵阳综保区以

区港联动模式建设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该场

所具备海关监管作业、检疫处理、货物集拼和

集装箱中转等功能， 有助于通过区港一体实

现港务、关务、船务、车务等服务联通，为中欧

班列、中老铁路等联通提供基础功能支撑。同

时， 依托保税物流、 保税服务功能等政策优

势，可为国际陆港提供保税加工、仓储基础支

撑及“关、检、汇、税” 服务。

助推“黔货出山”“海货入黔”

贵阳综保区商务局局长杨昌明介绍，贵

阳国际陆港建成后，港口、口岸功能内移，到

区即抵港， 进出口贸易企业可在这里办理报

关、报检等通关手续，并设有海关、检疫、卫检

等监督机构为企业通关提供服务。 贵州企业

在家门口就能做外贸， 不仅节省公铁海转运

时的交易成本，以及在港口、内陆港场站之间

的仓储、 装卸等费用， 还大大提升了通关效

能，让企业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地开展进出口

贸易，“黔货出山”“海货入黔”更便捷。

不止如此，对于开展定制化、小批量进出

口货物的企业， 陆港还可以帮助他们通过集

拼进出口货物。 杨昌明说，中欧班列、中老铁

路、 黔粤铁路等物流线路可在监管作业场所

内进行交互，实现一般贸易货物、跨境电商货

物、过境货物、保税货物在同一区域内集拼集

运，对推进中欧班列常态化起到积极作用。

当前， 贵阳国际陆港将力争打造枢纽经

济，最终形成集聚效应，加快新业态发展，推

动省、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融入国内国际

双循环，助力贵州打造内陆开放型新高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帮别人

就是帮自己”

记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刘旭

各方联动 打造对外开放“新通道”

———贵阳综保区全力推进贵阳国际陆港建设助力贵州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二）

本报讯 近期，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专

项督导帮扶组对贵阳市铝加工（深井铸造）

企业进行督导帮扶， 检查发现两家铝加工企

业存在多项重大安全隐患， 贵阳市应急管理

局依法对两家企业进行了处罚。

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专项督导帮扶

组联合贵阳市应急管理局对首钢贵阳特殊

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单位存

在未对炉布袋除尘系统有限空间作业场所

进行辨识、钢水包烘烤器未设置熄火检测装

置、连铸区设置的事故包内有杂物、燃气管

道阀组平台电源线护管不符合电气防爆安

全要求等多项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 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贵阳市应急管理局对该单

位作出罚款人民币 8 万元的行政处罚。

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专项督导帮扶

组联合贵阳市应急管理局对中国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进行检查时， 发现该

公司存在多座熔炼炉未在流槽和模盘接口

位置配置液位传感器和报警装置、 深井铸

造结晶器的冷却水系统未配置出水温度监

测和报警装置等多项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

行为。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贵阳市应急管

理局对该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 7.5 万元

的行政处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韦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