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城发集团

演练加油站应急预案

“龚老伯早啊！ ”“龚老伯，您

又来巡逻啦！ ” ……这个左邻右舍

口中的“龚老伯” 叫龚继章，今年

77岁，是南明区太慈桥街道中国铁

建·国际城社区的老住户、 社区志

愿巡逻队的一员。 他几乎每天都要

把整个国际城社区及周边街道走

上一两遍。 作为社区里的 “活地

图” ，对于社区“15分钟生活圈”的

建设推进情况，龚继章深有体会。

6月 21日，记者来到国际城社

区，与龚继章一起体验他的“15 分

钟生活圈” 。

“现在的设施越来越便利，社区

周围有 3 家大型综合性便民超市，

15分钟就能走到， 想买哪样都买得

到。 ”龚继章高兴地说，“现在社区

还开通了免费的社区微公交，13 个

站点连接整个社区，孩子上学、居民

出行等都用不了 15分钟。 ”

“不想买菜做饭也可以。 ” 龚

继章话锋一转，“社区里还有业主

食堂，饭菜种类丰富，美味可口还

平价，开放式的厨房让我们吃得更

放心，还能点外卖，真是给一些工

作繁忙的年轻人、腿脚不便的老人

帮了大忙。 ”

龚继章说，国际城社区目前住

了 3 万余人，60 岁以上的占 20%。

“人年纪一大就容易有个头疼脑热

和一些慢性病，社区大门口的铁建

医养中心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

题，不像以前，看个病还要跑到青

山小区。 ” 龚继章说，“不过现在社

区配套设施更完善了，我们老年人

有了娱乐健身交友的好去处，个个

精气神十足，身体自然也硬朗了。”

这个 “娱乐健身交友的好去

处” 就是涵盖舞蹈排练、乐器演奏、

棋牌活动等功能的光和邻里活动中

心。每天吃过午饭后，龚继章都会到

这里坐一坐，和邻里好友唱唱歌、跳

跳舞、下下棋，文娱活动十分丰富。

现阶段，社区里最让龚继章关

注的事就是紧挨着光和邻里活动

中心修建的光和图书馆，几乎每天

都要去看看建设情况。 据介绍，光

和图书馆占地面积约 400 平方米。

去年 7 月 15 日， 南明区文体广电

旅游局与中国铁建地产贵州公司

签约，光和图书馆成为南明区图书

馆国际城分馆。

数着社区近些年的可喜变化，

龚继章乐得合不拢嘴：“这不仅是

‘15 分钟生活圈’ ， 更是我们的

‘15分钟幸福圈’ ！ ”

太慈桥街道社会事务中心主

任杨明飞介绍， 中国铁建·国际城

小区是太慈桥街道所打造的“太慈

桥生活圈”中的一部分。 为更好地

听取民意，太慈桥街道办建立了社

会治理联动微信群，快速回应居民

的诉求。

太慈桥生活圈只是贵阳市全力

推进“一圈两场三改” 建设，围绕

“教业文卫体、老幼食住行” 倾力打

造“15分钟生活圈”的一个缩影。

目前，贵阳市共启动 99 个“15

分钟生活圈”建设，共计 2485 个项

目 ， 已启动 2480 个 ， 启动率

99.80%； 已开工 2057 个， 开工率

82.77%。

据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贵阳

市将持续加大统筹力度，压紧压实

责任，把“一圈两场三改” 当成最

重要的民生工程、良心工程和干部

作风工程， 推动相关工作走深走

实，让市民真切感受到“一圈两场

三改” 建设的成果和成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倩

为提升公众防范非法集资的

意识和能力，6月 15日， 中国银行

都匀分行开展了“防非” 集中宣传

日活动。

活动期间，中国银行都匀分行

结合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反洗钱反有组织犯罪宣传培训、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等工

作要求，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

宣传折页、现场讲解答疑等方式，

向公众宣传银行保险业基本知识、

非法集资性质特征及主要手法、洗

钱活动的危害、反有组织犯罪法等

内容。

同时， 该行还通过微信公众

号精准推送开展“非接触” 宣传，

号召广大干部员工积极转发“金

融知识万里行 如何远离非法集

资”“金融课堂 用好养老钱 守

好钱袋子”“守住钱袋子 老年人

如何防范非法集资” 等文章，营

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把为群

众办实事走深走实， 强化金融担

当和企业担当， 多措并举提升人

民群众抵御和防范金融违法犯罪

行为的能力， 为共创和谐社会贡

献“中行力量” 。

中国银行都匀分行 方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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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23 日， 记者从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贵州省出台《培育壮大市场

主体行动方案（2022—2025年）》，

统筹推进“十四五” 时期培育壮大

市场主体工作，着力在精准施策上

下功夫，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

创造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全

省市场主体总量突破 550 万户、企

业突破 130 万户，新增规模以上企

业 6600 户； 营收百亿级以上企业

达到 48 户， 力争更多企业上榜中

国 500强和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

为完成目标任务，贵州将重点

实施大型骨干企业、 规上企业、中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高新技术

企业、外向型企业培育行动和产业

大招商 7 项行动，推动形成大企业

“顶天立地” 、 中小企业 “铺天盖

地” 、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枝繁

叶茂” 的良好格局。

在政策支持方面，《方案》重点围

绕财政金融、用地、能源、人才等四个

方面， 在国家层面已制定出台相关保

障措施基础上，充分结合贵州实际，聚

焦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大力培育上市

企业、推进规上企业培育、稳定壮大在

库规上企业、 推动中小企业提质发展

等方面， 研究提出 18项有效政策措

施，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壮大。

值得注意的是， 在本次培育壮

大各类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中，除

了采纳各部门提供政策措施， 还吸

收了省外的政策措施和创新提出了

政策措施。 如，在“扶持微型企业稳

定发展” 部分，提出将通过省级服

务业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专项资金，

对经税务部门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的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后，

稳定经营 1年并带动 5人以上就业

的，每户给予一次性奖励 5万元。

接下来，贵州将持续打造“贵

人服务”品牌，让市场主体强起来，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

政务服务“五个通办” ，建立重点企

业 “服务专员”“企业安静日” 制

度，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万露梅）

贵州大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计划到 2025 年全省总量突破 550 万户

龚老伯眼里的“15分钟生活圈”

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意见表查阅途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nLuDxHJNnRkxDKWJaqtOg?

pwd=iv6d提取码：iv6d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范围内可能受影响的公民

和其他单位。

三、公众提交意见的起止时间和主要方式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公众可通过来电、

来访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发表对该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

保护措施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交公众意见表。

四、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贵阳三马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百花大道南侧中和宝霖

广场 1 号楼 6 层 14号

联系人：王远航 联系电话：18786685929

������五、评价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贵州大学

联系电话：15285115671����联系人：宋工

贵阳市云岩区三马组团园区单元(SM-10-01)、

(SM-10-02)、普天单元（SM-08-11）、金关单

元(SM-05-01)地块(云岩区工业集中发展区)规

划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第 二 次 公 示

贵阳三马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23日

变更公告

贵阳观山湖区思王月凹凸教育培训学校办

学许可证号：252011572022129�因招生宣传原

因需股东公司与学校名称保持一致， 经董事

会研究，决定变更以下内容：学校名称由贵阳

观山湖区思王月凹凸教育培训学校变更为贵阳

观山湖区新未来教育培训学校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于见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联系处理

相关事宜。 逾期不报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联系人：张老师

地 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

景怡苑东区老年公寓

电 话：18198253862

贵阳观山湖区思王月凹凸教育培训学校

2022年 6 月 23日

本报讯 6月 21 日， 由贵阳城

发集团主办、贵阳城发能源产业公

司承办的“安全生产月” 加油站应

急预案演练活动在花溪区天河潭

一号加油站举行。

据介绍，此次应急预案演练以

“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

人”为主题，分三个科目进行，包括

加油站防汛应急预案演练、车辆油

箱口着火应急预案演练、加油机被

拉倒漏油应急预案演练。

据了解，贵阳城发能源产业公

司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以高要求、

严标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

任，加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设，进

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

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全面

提升应急准备工作和应急处置能

力，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珍珍）

中国银行都匀分行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