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顺新闻网网址：http://www.asxw.net ●投稿邮箱：asrbs@vip.163.com ●新闻热线：0851-38129899

●本报地址：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葡华欧洲城 ●邮编：561000 ●广告热线：38181818 订报热线：38118969 ●值班总编：王瑜 值班主任：刘艳 本版责任编辑：杨代灿 校对:唐云霞 组版:陈红

安顺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52-0029

邮发代号：65-42

ANSHUN DAILY

2018年 农历戊戌年九月廿一
总第8077期 今日8版

小雨 11—13℃

10月29日 星期一

掌上安顺微信号掌上安顺APP 悦读帮 顺风耳

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 10月 26
日是贵州省第21个环卫工人节，当天
上午，市委书记曾永涛到西秀区看望
慰问一线环卫工人。市领导郭伟谊、
尹恒斌、彭贤伦参加慰问。

“今天是我们环卫工人的节日，我
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一直以来辛勤劳
动、默默奉献的全市广大环卫工人致
以最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
若飞广场，曾永涛集中慰问了19名“优
秀环卫工人”，关切询问环卫工人的工
资待遇、生活和工作情况。曾永涛指
出，将10月26日确定为环卫工人节，
充分体现了党委、政府对环卫工人工
作的充分肯定和关心关爱。长期以
来，奋斗在一线的广大环卫工人爱岗
敬业，风雨无阻，无私奉献，用辛勤的
汗水换来了城乡环境的干净、整洁、靓
丽。我市先后成功创建成为国家卫生

城市、国家首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城市、国家第二批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试点城市、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单位、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等，这些成果的取得均离
不开环卫工人的辛勤付出，希望环卫
工人们继续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伟大
的成绩。

在中华南路小商品市场段先进班
组环卫作业点，曾永涛慰问了该班组
环卫工人，他指出，环卫工人是城市美
容师，广大一线环卫工人为城市环境
卫生付出了艰苦努力，作出了巨大贡
献。各级各部门要在全社会营造关心
关注关爱环卫工人的良好氛围，不断
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工
作环境，让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付
出得到肯定和回报，进一步激发各行
各业建设美丽家园的热情。

在西秀区环卫职工公租房，曾永
涛看望慰问了困难环卫工人聂伦萍，
详细询问其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工作和
家庭情况，鼓励他要树立战胜困难的
信心，力争通过自身努力，尽早过上幸
福美满的生活。

又讯（记者 刘仲强） 10月26日
是贵州省第21个环卫工人节，当天下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陈训华到经开区
看望慰问一线环卫工人，向他们致以节
日的祝福。副市长彭贤伦参加慰问。

陈训华首先来到困难环卫工人代
表张国周家中，对他嘘寒问暖，详细了
解其生活及工作情况。陈训华叮嘱随
行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加强对困难环卫
工人家庭的关心和关爱，切实帮助他
们解决好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促使他们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城

市的环境保护工作中去。
在南马广场先进班组环卫作业

点，陈训华为获得先进的班组现场颁
发了奖旗。陈训华指出，近年来，我市
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比较好的成
绩，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在全省排
名前列，特别是去年我市还成功创建
了全国卫生城市，城市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离不开广大环
卫工人的努力工作和辛勤付出。希望
大家再接再厉，继续为建设富美安顺
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在“优秀环卫工人”集中慰问点，陈
训华向优秀环卫工人代表现场颁发了
荣誉证书。陈训华叮嘱优秀环卫工人
代表继续发挥先进和表率作用，努力在
平凡的岗位上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绩。

市委宣传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及经开区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本报讯（记者 刘仲强） 10月26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训华主持召
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的重要
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以
及省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13次、第
14次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前三季
度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第四季度
经济工作。市领导项长权、张本强、
夏正启、熊元、廖晓龙、彭贤伦、周丽
莉、张行出席会议。

会上，市发展和改革委、市工业
和信息化委、市督查督办局对抓好
第四季度工作提出了建议，各分管
市领导就第四季度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

陈训华指出，今年以来，我市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
在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全面
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各
项决策部署，全市经济发展呈现出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忧”的
态势，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十件实
事”进展顺利，西秀区、平坝区脱贫攻
坚顺利通过国家评估，成绩来之不
易。但全市经济工作还存在诸多问

题，还需全市上下进一步认清形势，
保持清醒头脑，加倍努力，全力确保
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陈训华强调，今年最后两个月
内，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紧盯目标任
务，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对照年初工
作目标，采取有力措施，加大督促调
度，全力冲刺。要紧盯重点和难点，
认真贯彻落实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
施，切实抓好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黑臭水
体治理等工作，进一步盘活资产，全
力打好三大攻坚战。要紧盯项目和
招商，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加
大“千企引进”力度。要紧盯工业和
消费，狠抓工业经济，扩大现有消费
规模，加快推进“千企改造”，培育市
场主体，全面提升全市经济发展实
力。要紧盯资金和电煤，扩宽融资渠
道，用好财政资金，强化电煤等要素
保障。要紧盯高质量发展，提前研究
谋划明年的主要工作，切实推动全市
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就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社
会维稳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陈训华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分析研究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
安排部署第四季度经济工作

本报讯(记者 段斌) 十月的安顺，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10月 26日下
午，安顺市第二届运动会在安顺奥体
中心隆重开幕。

市委书记曾永涛出席并宣布开
幕。市委副书记、市长陈训华致辞。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贡桥，市政协主
席杨华昌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开
幕式由市委副书记吴刚平主持。

下午三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
步伐矫健的旗手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
旗进入会场，紧随其后的是安顺运动
会会旗。8支市直机关代表队、8支县
（区）代表队和2支高校运动员代表队
精神抖擞，依次步入会场，全场观众报
以热烈掌声。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陈训华代表市四大班子向全体运
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广大体育工作
者表示亲切的问候，并向长期以来关
心支持安顺体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
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陈训华说，体育使城市充满活力，
城市因体育勃发生机。近年来，我市
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全民健身活动蓬
勃开展，竞技体育再创佳绩，体育与文
化、旅游深度融合，体育产业发展壮
大，办赛水平和知名度不断提高，全民
参与的热情日益高涨，为增强人民体
质，弘扬和谐阳光社会风尚发挥了积
极作用。

陈训华指出，两年一度的全市体
育运动会，既是竞技体育的大比拼，也
是对我市群众体育工作的一次大动
员、大检阅，更是广大干部群众展现自
我、增进交流、提升集体凝聚力的舞
台。全市上下要以本届运动会的成功
举办为契机，发扬“更高、更快、更强”
的奥林匹克精神，集中展示我市体育
健儿魅力、活力，促进全市上下深入开
展全民健身运动，推动全市竞技体育、

群众体育和体育休闲产业高质量发
展，以全民健康助推全面小康，助力建
设富美安顺。

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主题为“瀑
乡畅想”的大型文体表演，表演由《绽
放·相约瀑乡》、《悦动·健康城市》、《情
醉·富美安顺》、《共筑·炫美华章》四个
篇章构成，精彩表演不时赢得全场观
众热烈掌声。

据了解，本届运动会以年龄划分

为青少年组与成人组，其中青少年组
为8至18岁，成人组按照18至60岁和
60岁以上分为A、B两个组别，全市共
18支队伍分别参加田径、排球、羽毛
球、游泳等11个竞技项目的角逐。

安顺军分区相关领导，安顺学院、
安顺职院有关负责同志，在安离退休
老领导、老同志代表，市各有关部门、
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全市社会各族各
界代表参加开幕式。

本报讯(记者 段斌) 10月27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训华率安顺市考
察团赴贵安新区考察汽车产业发展。

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朱桂云，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孙登峰，党工
委副书记、贵安新区开投公司董事长
宗文，管委会副主任许剑龙陪同考察。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张本
强，市政府秘书长王洪勇参加考察。

陈训华一行先后来到贵州长江
汽车有限公司、新特新能源汽车工业
有限公司，实地参观生产车间、汽车
试制车间，并听取相关项目运营情况
的介绍。

座谈会上，在详细听取介绍后，
陈训华表示，此次到贵安新区考察，
是安顺一次珍贵的学习机会。通过
参观学习，真切感受到贵安新区产业
发展尤其是以汽车为龙头的产业发
展起点高、发展快。安顺和贵安新区
地域相接、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希
望双方以本次考察为契机，通过深化

两地汽车产业方面的合作，实现项目
整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进一步增
进彼此友谊。同时，希望双方加大相
互学习交流和沟通合作的力度，携手
共进、互利互惠，共同推动双方合作
取得新成效。

孙登峰代表贵安新区党工委、管
委会对安顺市考察团的到访表示欢
迎。他表示，贵安新区和安顺地域相
依、血脉相连、人心相通，在发展上有
着很好的合作基础。就汽车产业发
展的合作而言，在生产资源和从业资
质等方面存在天然的互补优势，希望
尽快完善各相关基础性工作，加快推
进项目合作。同时，希望双方珍视彼
此友谊，各扬所长、携手并进，深化各
领域合作交流，翻开贵安一体化发展
的新篇章。

座谈会上，双方有关单位负责人
就汽车产业发展情况、合作意向、合
作领域、协调机制进行了深入磋商和
探讨。

陈训华率团赴贵安新区考察

10月26日，是一年一度的环卫工
人节。当天，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
后率队到一线慰问环卫工人，向一直
以来辛勤劳动、默默奉献的全市广大
环卫工人送去节日的问候与祝福。

设立环卫工人节，旨在对环卫工
人的工作进行肯定。在节日里慰问环
卫工人，并送出真诚的祝福，体现了政
府执政为民的情怀，也彰显了安顺这
座城市的温情。

环卫工人被誉为城市美容师，他
们冬战严寒，夏战酷暑，早出晚归，用

“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洁”的奉献精
神，换来了城市的整洁与美丽。据统
计，安顺全市环卫保洁人员从2010年
的2000余人增加到至今的5500名，清

扫保洁面积从 386 万平方米增加到
1000余万平方米，随着城市规模不断
扩大、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人们对环
境卫生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这无疑
给环卫工人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和难
度。尽管如此，他们仍不辞辛劳，用他
们的双手为我们清扫出宜居的城市。

关爱环卫工人，彰显城市温情。
有人说，看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就得
看城市对待老人和儿童的态度；看一
座城市有没有温情，就得看这座城市
对待环卫工人等劳动者的态度。

为不断改善环卫工人工作生活环
境，2016年，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同意，
我市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安顺市环卫公
益协会，募集资金494万元，全部用于

发展环卫事业。
利用募集资金，在全市各重要站

点搭建近50个环卫驿站，驿站不仅可
为环卫工人遮风挡雨，乘凉休息，还免
费为环卫工人提供饮用水、食物加热
以及应急求助等服务；从2017年开展
慰问活动至今，安顺市环卫公益协会
慰问一线困难环卫工人 300 余人，发
放慰问金及子女教育补助金等共计
322500元……政府部门这些实实在在
的行动，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城市浓浓
的温情。

关爱环卫工人，除了政府职能部
门的参与，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
与。诸如，平时自觉做到不随地吐痰，
将废弃物扔进垃圾桶，让他们少弯些

腰、少在车流中穿行几次；当他们扫去
脚下的灰尘时，对他们报以一个微笑，
则是来自一个普通市民的关怀与尊
重，大家共同传递出城市的温情，我们
的城市就会越来越美好。

现在，安顺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打造一个清洁、美丽、文明的城市
环境，需要全市人民共同努力，也需要
环卫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只要大家
都投身于环境保洁，建设文明城市，支
持、尊重环卫工
人，我们必定能
以文明、和谐的
城市社会环境，
成功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

本报讯（实习记者 甘良莹 肖劲松） 10月26日下
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代有温度——民营经济再出
发”研讨会及系列活动在我市举办。

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理事长、全国工商联原
副主席程路，全国工商联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黄小祥，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省总商会会长李汉
宇，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兴伟集团董事
长王伟出席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旨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展示我国民
营经济发展历程、改革创新精神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尤其
是西部地区及一些有特色的中小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取得

的成绩。与会嘉宾们指出，此次活动主办地的安顺，正是
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提出建立多种经济成分
共生繁荣改革试验区所在地。2017年，安顺民营企业对
地方经济的贡献达66%，就业贡献超过85%。在安顺作
为试验区30周年之际举办这场研讨会，意义重大。

程路认为，民营企业家肩负着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称
号，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和重要力量。当前我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民营经济面临许多新的困难和挑战，民
营企业要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克服不利因素，努力发展壮
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下转2版）

民营经济再出发研讨会在安举办
程路黄小祥李汉宇出席

安顺市第二届运动会开幕
曾永涛宣布开幕 陈训华致辞 赵贡桥杨华昌出席 吴刚平主持

曾永涛陈训华分别看望慰问一线环卫工人

关爱环卫工人 彰显城市温情
□伍水清 本报讯（记者 高智） 10 月 28

日，由关岭自治县县委县政府主办的
扶贫产业“关岭牛”拍卖会在顶云经
验纪念园举行，省内外80余家企业参
与竞拍。

在拍卖会现场，竞拍十分激烈，
竞价也在不断标新。“12.2万元第一
次、12.2万元第二次、12.2万元第三
次，成交！”随着拍卖会主持人的一锤
定音，此次拍卖会的“标王”名牛落
主。据记者现场了解，作为拍品的五
头膘肥体壮的关岭黄牛分别拍出了6
万元、7万元、8.8万元、11万元、12.2
万元的高价。

以12.2万元拍下此次“标王”的
上海左庭右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郑坚告诉记者：“公司目前在全
国共有60余家专营牛肉的餐饮店，每
店每天至少是1头牛的销量。对于牛

的品质我们追求‘满膘至上’，关岭黄
牛的品质十分符合此项要求。所以，
公司食材选择基本是以关岭黄牛为
主导。”

据悉，此次拍卖会的拍品全由
协办单位关岭牛铭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提供，在拍卖会结束后，拍
卖所得45万元，该公司将全部无偿
捐助到“关岭牛”脱贫攻坚的事业
中。该公司董事长林松告诉记者：

“一个企业的发展跟当地政府和老
百姓是分不开的。目前，关岭黄牛
的养殖户大部分集中在农村，但很
多农户靠自身养殖无法去产生更
多的经济效益。通过我们企业的
嫁接与帮扶，让他们养殖的每一头
牛释放出更好的价值，从而实现脱
贫致富。这正是我们企业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

关岭牛一头卖出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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