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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上半年，稳投资各项措施成效初显

全省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8.1%
本报讯 据贵州省统计局消息，
今年上半年， 我省坚持以高质量发
展统揽全局，全力围绕“
四新” 主攻
“四化” ，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在
“
四化” 相关投资较快增长带动下，
全省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增
速与 1-5 月持平，止住了年初以来
投资增速逐月下滑的势头， 全省稳
投资各项措施成效初显。

其中， 新型工业化投资增长快
速。 上半年，全省工业投资比上年同
期增长 28.4%， 占全省投资比重为
24.4%， 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 3.8 个
百分点。 其中， 制造业投资增长
29.9%，占全省投资比重为 12.9%，占
比较上年同期提高 2.1 个百分点。
制造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75.2%， 占全省投资比重为 2.9%，占

比较上年同期提高 1.1 个百分点。
农业现代化投资增长加快。 上
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投资比上年
同期增长 22.7%，较 1-5 月加快 5.7
个百分点， 较一季度加快 6.7 个百
分点，呈持续加快增长趋势。 其中
种植业投资增长 33.6%， 林业投资
增长 49%。 另外，与农产品相关的
农副食品加工投资也保持较快增

贵阳贵安农村“五治”
扮靓村居环境
“建大、并中、减小” 的思路，优化
农村供水工程布局，启动建设供水
保障工程 15 个。 目前，贵阳贵安共
有农村供水工程 2842 处， 涉及农
村供水人口 198.1 万人。 二是治理
污水，积极探索农村生活污水资源
化利用模式，启动 154 个行政村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目前，贵阳
贵安共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 2801 套，设计日处理量约 2.3 万
吨。 三是消除黑臭水体，全面排查
出农村黑臭水体 56 条， 采取控源
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措施，
目前已完成黑臭水体治理 7 条。
精准“治垃圾” 。 贵阳贵安围
绕“
农村外运垃圾减量至 50%” 的
工作目标，以“
干湿分类” 为重点，
紧盯第一次分类、第二次分类和收
运、第三次分类和初次处理、终端
处理四个环节，推进农村垃圾治理
工作。 目前， 全市 67 个乡镇、881
个行政村、6889 个 30 户以上自然
村寨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基本实现
全覆盖。
精准“治厕” 。 贵阳贵安统筹
推进治厕治水同治、室内厕室外厕

同治、公厕私厕同治，有效解决好
“
小厕所、大民生” 问题。 一是高质
量建， 印发 《贵阳贵安农村 “治
厕” 实施流程和技术指南》，为技
术工匠和基层干部提供技术指引。
二是精准化治， 针对居住分散农
户，立足于粪污资源化利用，实行
小三格改厕模式；针对相对集中村
寨农户， 实行联户大三格改厕模
式；针对 30 户以上居住集中村寨，
将黑水等纳入污水处理厂或一体
化设施集中治理。 三是全过程管，
拟定 《农村改厕规程十八条》，抓
好改厕前、中、后重点环节、关键环
节，积极探索创新“数字 + 治厕”
管理模式，提升“
治厕” 管理水平。
精准“
治风” 。 贵阳贵安围绕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三
个重点， 促进社风民风持续改善。
今年以来， 贵阳贵安红事办理
5856 起， 均 1 天办结； 丧事办理
8587 起 ， 其 中 治 丧 时 间 3 天 内
8108 起，占比达 94.4%；劝阻办理
其他酒席 1471 起， 滥办酒席得到
有效遏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关于遵义市绥阳县1例省外来黔人员
阳性调查处置情况的通报
2022 年 8 月 4 日，接县卫生健
康局报告，1 名省外来黔人员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常。 接到报告
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
间作出部署， 果断采取处置措施。
目前，流调溯源、核酸筛查、隔离观
察、环境消杀等应急处置工作正有
序开展。
无症状感染者 1：女，64 岁。
7 月 31 日 13 时 10 分从重庆
南 岸 区 乘 坐 大 巴 车 （车 牌 ： 贵
CF2433） 出发，17 时 10 分到达绥
阳县风华镇嘉德山居。 8 月 1 日、8
月 2 日 19 时至 20 时在嘉德山居
内散步，其余时间在嘉德山居家中
未外出；8 月 3 日上午 8 时， 因身

体不适步行到牛心村卫生室就诊，
11 时步行回嘉德山居，19 时至 20
时在嘉德山居内散步；8 月 4 日上
午 6 时再次步行到牛心村卫生室
就诊，9 时乘车到绥阳县人民医院
就诊。
8 月 4 日 12 时 45 分其核酸检
测结果异常，经遵义市疾控中心复
核，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8 月 4
日 19 时全程闭环转运至省将军山
医院隔离治疗；8 月 4 日 22 时 58
分，经省级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无
症状感染者。
近期，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 为落实科学防控、精准防控
要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长 21.8%， 高于全省投资增速 13.7
个百分点。
与旅游产业化相关投资快速
增长。 上半年，全省加快推进盘活
闲置低效旅游项目攻坚行动，与旅
游产业化相关的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24.1%，高
于全省投资增速 16 个百分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我省召开棚改工作调度会

强主体 建机制 提功能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聚焦农村
人居环境短板弱项， 顺应广大农民
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 通过充
分发动农民 “
强主体” ， 分类推进
“
建机制” ，突出实效“
提功能” ，推
动农村“
五治”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效，村容村貌整体提升，农民生活环
境明显改善，乡风文明显著提升。
精准“
治房” 。 贵阳贵安紧盯
存量房、新建房、闲置房、危房“四
类” 房，做好“清、建、管、用” 四篇
文章。 一是全面清，全面摸清贵阳
贵安共有宅基地 （农房）51.5 万
宗，建立“一房一档” ，积极探索解
决无证房、一户多宅等历史遗留问
题的有效办法。 二是集中建，启动
659 个村庄的规划编制，合理布局
农房建设区，引导村民集中建设居
住。 三是严格管， 将农村宅基地
“一书一证”（批准书、 规划许可
证） 审批权限下放委托到乡镇政
府，建立“一站式” 审批管理服务
窗口，提高监管能力。 四是盘活用，
在 7 个区（市、县）选取 10 个示范
点，鼓励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利用
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增加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精准“
治水” 。 贵阳贵安以减
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目标，坚持
饮用水、生活污水、黑臭水体“三
水同治” 。 一是保障饮用水，按照

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27.8%。
与新型城镇化相关投资较快
增长。 上半年，与新型城镇化相关
的城建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12.2%，高于全省投资增速 4.1 个百
分点，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投资
比上年同期增长 27.8%， 高于全省
投资增速 19.7 个百分点，居民服务
和其他服务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

体健康，请广大群众持续关注官方
消息，不信谣、不传谣，严格做好个
人防护，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多通
风、不聚集等防护措施，一旦出现
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应立即到
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 密切关注疫
情形势，积极配合疫情防控，与上
述人员行程轨迹有交集的群众，主
动向所在村 （社区） 工作人员报
备。 对瞒报、谎报、漏报以及拒不配
合执行防控政策的人员，将依法追
究相关法律责任。
绥阳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
2022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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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适宜商品住房
列入棚改安置房源
本报讯 近日， 贵州省棚改工
作调度会议在省住建厅召开。会议
要求，全省各市（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要全面梳理房源情况。对本地
区商品住房市场房源区位、 套数、
户型、面积、价格进行调查摸底，将
邻近安置对象、 符合时序条件、周
边配套适宜的商品住房列入安置
房源，并做好项目匹配。
一是精准梳理项目情况，明确
可调整为购房安置的棚改项目主
要是未开工的实物安置项目、资金
无保障的停工项目、纯货币安置已
签约但长期未兑付的项目。二是充
分征求群众意见，深入开展群众工
作，重点向已签约未安置的群众做
好政策宣传，采取契税优惠、规费
减免、贷款贴息、物业费补贴等奖
励政策，鼓励引导群众选择购买商
品房安置。 三是切实做好效益分

析， 要精准测算拟调整项目新建
安置房和购买商品住房的综合成
本。 四是制定调整安置方案，要以
项目为单位制定调整购房安置方
案，包括调整对象、成本测算、资
金保障、效益分析、重点任务、进
度安排、组织架构、责任分解等，
调整购房安置方案要按程序报地
方党委政府审定， 依法依规开展
购房安置工作。
会议强调，要落实好购房资金
来源， 合理确定资金支付方式，选
择好合作房开企业，优先选择资金
有实力、投资有意愿的房开企业进
行合作， 原则上不得将停工烂尾、
逾期交付、项目手续不全的问题楼
盘纳入安置房源，不得与违法违规
销售、资金实力较弱、管理水平较
低的问题房开合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尽己所能 为抗疫献一份力
——
—记“贵阳市文明家庭” 饶磊家庭
回忆起 2020 年援鄂抗击疫情
的经历，云岩区疾控中心监测科工
作人员饶磊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从领导口中听到援鄂
任务时，其实顾虑还是有的。 不过
在这种关键时刻，任何退缩都是对
入党初心的背离，我不去，别人也
会去。 现在回想起来，我只是做了
一个正确的选择。 ” 饶磊说。
2020 年 2 月 14 日， 饶磊跟随
贵州省援鄂防疫分队抵达湖北鄂
州，参与医疗队驻地防疫保障、医务
通勤车辆消毒指导、 食品卫生监督
等工作。同时，针对重点场所的防疫
调研，协助开展病例流调工作。
“我一直把‘活在当下、静待
花开’ 挂在嘴边，‘活’ 在我看来
就是做有意义的事。从贵阳医学院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以后，我不论在
社区医疗机构、云岩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还是湖北鄂州，都一直谨
记着我的初心和使命，那就是用专
业知识做有意义的事，为社会献出
我的一份力。 ” 饶磊说。 援
鄂返回岗位已两年多的他，
在工作上依旧恪尽职守、尽
职尽责， 抓住一切机会学

习， 时刻准备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再次挺身而出。
“为社会献出一份力” ，这不
仅是饶磊的初心，也是妻子杨芳的
心愿。 2020 年战“疫” 期间，杨芳
作为威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
诊护士， 把小孩托付给父母照顾
后，便全身心投入工作，一直奋战
在最前沿。
“现在，我和妻子依旧在原来
的岗位上工作，我平时主要负责参
与辖区疫源地消杀、学校和公共场
所的防控消毒指导、食品安全事故
调查处置，以及病媒生物、饮用水
卫生、公共场所和学生常见病监测
等，妻子也在一如既往地服务社区
居民。 ” 饶磊说。
2020 年， 饶磊家庭因奋战一
线抗击疫情，获得“贵阳市文明家
庭” 称号。 一家人在经营好家庭生
活的同时，也在努力向社会传递着
崇德向善的正能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