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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罗野 文/
图） 12 月 8日，首届全国各民
族少儿围棋赛在江苏省连云港
市灌南县落幕，在我市天元围
棋学校学习围棋的棋手杨玉玺
夺得男子个人冠军，由杨玉玺、
龚姚瑶组成的贵州侗族队获得
团体第三名，我市布依族小棋

手龙海霄获得个人第四名。
首届全国各民族少年儿童

围棋邀请赛是继首届全国少数
民族围棋大赛后的又一创新赛
事，由中国围棋协会联合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公益文
化中心主办。赛事有来自全国
42 个民族的 62 名少年儿童参

加，其中安顺组织杨玉玺、龚姚
瑶、龙海霄三名选手代表贵州
参赛。

作为少年棋手，5段棋手杨
玉玺在本届赛事中的表现突
出，以4战全胜对手夺得男子个
人冠军，获得文化小使者称号，
为贵州代表队赢得荣誉。

12月9日，黄果树大街西段安顺运输公司附近，部分行人不顾斑马线红
绿灯强行穿行，这种行为既不文明也不安全。 □记者 高智 摄

本报讯（武贵琼） 近日，笔者从市
公安局获悉，贵州110微信服务平台在
贵州公安微信公众号、APP及贵州公安
互联网+应用平台等应用系统设置了入
口链接，报警群众可以通过这些系统便
捷登录报警。目前，我市全市范围均可
通过微信小程序实现一键报警。

据悉，贵州110微信服务平台是公
安机关110改革的新举措，主动适应了
群众通信方式的改变。选择微信110报
警的群众有两种方法，一是市民可以在
微信中捜索小程序，搜索“贵州110”进
入界面，点击“视频报警”或“图文报警”
图标即可实现一键报警。二是在应用

商城里面下载“贵州公安”APP＞点击右
下角110-＞进入界面，点击“视频报警”
或“图文报警”图标即可实现一键报
警。此平台还集成了一键直接拨打
110、报警人自动定位等功能，大大缩减
了报警流程，提高了报警效率。

据了解，视频报警的优势在于当报
警人描述不清现场情况时，可以视频报
警，实时与110建立视频连线，便于公
安机关能清楚看到现场情况。或当报
警人需要公安机关帮助又不方便说话
时，还可以选择图片报警，将看到的拍
下来上传至微信报警平台，就可把警
报了。

本报讯（江豪） 12月以来，平坝区
纪委区监委以“宪法宣传周”为契机，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采取学用结
合、教育警醒、宣传引导的方式在机关
内外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推进纪检监察
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推动纪检监察机
关法治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学用结合，强法治能力之体。将
宪法精神学习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学习和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通过班子领导带头领学，纪检监
察干部集中研学、个人自学在单位形
成全员学宪法的良好氛围。发放宪法
精神学习资料，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学
习领会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内容，将宪法
精神带到工作当中，运用法治思维，提
高法治素养，增强纪法贯通、有效衔接
司法能力。

教育警醒，明法治意识之目。开
展纪检监察干部旁听庭审活动，集中

全区纪检监察机关干部观看某地区国
家公职人员受贿案庭审视频。一方面
使纪检监察干部直观感受学习，以案
释法、以法促学，让干部们更加深刻的
把握诉讼案件中证据的收集运用规
则，提高业务能力。另一方面使纪检
监察干部深切感受法律威严和违纪违
法惨痛教训，为大家“鸣金示警”“提神
醒脑”，督促做好尊法学法守法和自我
警醒、自我监督。

宣传引导，筑法治文化之基。纪
检监察机关内部，通过“宪法进机关主
题日”活动在单位内掀起懂法学法用
法热潮，并发出“宪法进万家”倡议，引
导纪检干部以身作则，在各自家庭开
展好普法宣传，打造知法守法廉洁家
庭。纪检监察机关外部，通过LED大
屏在人流密集区全天 10小时滚动播
放宪法精神宣传视频，配合其他单位
扩大宪法精神宣传覆盖面，夯实法治
文化的群众基础，共建平坝人人学法
懂法用法的法治社会。

平坝：

“三举措”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纪检监察法治文化

东街办事处：

为民服务解难题
干净街道还市民
本报讯（记者 罗野）“这么多年遗留的问

题，终于彻底解决了。”民主路97—A栋居民激
动地说。对于附近居民来说，下水道地沟和化粪
池堵塞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日前，西秀区东街
办事处秉持着为百姓解难题、办实事的宗旨，为
群众解决了实际问题，还市民干净整洁的街道。

据介绍，西秀区东街办事处辖区内的商业街
民主路97—A栋居民楼，由于没有物业管理，存
在垃圾乱扔乱倒、盖沟板破损等诸多原因，造成
下水道地沟和化粪池堵塞。一旦下雨，这条堵塞
的下水道便成了“拦路虎”，居民从此经过时泥浆
四溅，小孩、老人经常滑倒。天气一旦炎热，下水
道便散发出难闻的臭气，苍蝇、蚊虫蜂拥而至。
对此，附近居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老百姓对此反响较大，我们要尽快帮助他
们解决。”接到反映后，东街办事处东街社区工
作人员多次到现场了解情况，并召开居民协调
会，积极协调住户共同平摊出资疏通。解决资
金问题后，现场施工由社区、业主共同监督。通
过10余日的突击，日前，破损的下水管道更换
一新，淤积的泥土也被清运干净，小区不再臭气
熏天，看到焕然一新的道路，居民们喜上眉梢。

据悉，东街办事处自从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坚持把“为民服务解难
题”作为重要任务，出真招、使真劲，积极解决百
姓反映的乱倒垃圾、破坏门前绿化、乱堆杂物、
乱搭乱建等问题，同时多次开展相关整治活动，
进行环境卫生、“牛皮癣”、农贸市场整治等，不
断提升辖区环境卫生，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果
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我种植蜂糖李有10年了，采用‘公
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可带动100多户
贫困家庭就业，每家每年还可从公司分
红近10万元。”镇宁自治县春权蜂糖李
种植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啟坤欣慰的
说道，自己是个“90后”，由于自小家庭困
难，未上完初中的他就一直在外打工，有
了点积蓄的他因看中了家乡蜂糖李的发
展前景，便毅然决然的回乡搞起蜂糖李
种植。他的种植规模从当初的2000棵
树苗发展到如今的700亩，每年收益达
1500万元左右。今年冬天，他将扩大种
植规模，争取发展到1000亩。

自 2017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
“一县一业”产业发展战略部署以来，镇
宁自治县结合自然生态资源条件和产业
优势，精准定位“镇宁蜂糖李”“镇宁樱
桃”、火龙果、百香果、芒果等精品水果

“五朵金花”为全县种植业“一县一业”主
导产业，大力发展精品水果。

在六马镇，走的是立足产业扶贫拓
宽绿色发展之路，而蜂糖李则是主打品
种。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地区发展种植
蜂糖李、四月李达11万余亩，其中蜂糖

李6.5万余亩，四月李4.5万余亩。在海
拔600米以下发展芒果2万余亩，初步形
成现代山地生态立体型农业发展模式。

镇宁蜂糖李主产区域位于镇宁自治
县南部的六马镇、良田镇、简嘎乡、沙子
乡等地，如同“天然温室”的气候以及特
殊的土壤成分、酸碱度、伴生植物、微生
物群落等形成了出产蜂糖李的小环境。
在这个区域种植生长的镇宁蜂糖李，外
包裹天然蜡粉、果实大果顶平、核小离
核、味甘甜如蜂蜜、果肉致密酥脆、香味
浓郁、食之不忘。近年来，蜂糖李还获得
了国家农产品无公害认证、绿色水果认
证和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等荣誉。

“现在回来自己种点蜂糖李，在这里
干活每天还有100元。不仅能照顾老人
孩子，挣的钱也不比在外面少。”在李啟
坤的蜂糖李果林里务工的田金香一边干
活，一边高兴不已的说道。

田金香是板干村第一批外出打工的
人，她在江苏打工了十几年，去年回来跟
着李啟坤开始种植蜂糖李。李啟坤不仅
给她提供了技术，在她家种植的蜂糖李
成熟了以后，还以高于市场价5毛钱每

斤的价格收购，完全不用担心销路的
问题。

每年一到李花开的季节，李啟坤的
订单就开始陆续来了，来果园的游客更
是络绎不绝。等到李子成熟以后，村里
那是相当的热闹，游客和客商们纷至沓
来。“六马蜂糖李因口感好、肉质细、味浓
甜、品质优的条件，在市场上深受消费者
喜爱，目前销往重庆、上海、北京、广州、
马来西亚等国内外。”李啟坤非常看好蜂
糖李的市场，价格也从2015年的每斤20
元至35元，到2018年每斤卖价30元至
88元，随着价格持续增长，村民们的荷包
也在逐渐鼓起来。

“下一步，公司将采用‘互联网+旅
游+采摘+专业定制’相结合的方式，让
更多人到果园里来体验乡村旅游，让游

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买断某棵树的
采摘权，也可以买定下一年的采摘权，
可以全程视频监控这一棵李子树从开
花到结果的全过程，远程监控是否施化
肥，是否无公害，是否是绿色产品等
……”据李啟坤说，为了更好地发展蜂
糖李产业，他自己出资9万余元在公司
果园的山上修了一条产业路，今后管
护、施肥、采摘都方便了！同时，周边种
植蜂糖李的农户也得到实惠，实现了产
业带动。对于蜂糖李今后的发展，李啟
坤更是信心十足。

镇宁自治县六马镇驻板干村突击队
队长彭继彪感慨的说，一个蜂糖李产业
带来的市场效益不可小觑，据统计，2019
年全镇李子总产值达8亿元，惠及贫困
户2779户12555人。

“90后”青年返乡发展蜂糖李产业
带动村民致富

□牧之 本报记者 陈婷婷

本报讯（记者 唐琪） 12月2日至
6日，“基于优质提问下有效教学研究”
成果展示活动在经开区大洋实验学校
举行，通过优质课堂、优秀教学设计、成
长感悟分享、专家点评、讲座报告等方
式展示研究成果、促进学科交流，推进
课堂教学研究发展，进而提高教学
质量。

据悉，此次活动由经开区大洋实验
学校主办，经开区教育协会承办。邀请
全国各中小学学科专家和名师工作室
成员、学科教师代表等参加。以中小学
语文、数学、英语、初中物理、初中地理、
小学科学课堂教学研究活动为主要
内容。

在优质课堂展示中，老师创设问题
情景，提供简约的有结构性的材料，引
领学生在探究中体验，在体验中探究，

在众多的体验中感悟到科学探究的乐
趣和意义。此外，说课、评课、教师分享
和专家主题报告相继开展。期间，全国
知名专家刘永要受邀作专题报告，讲述

“如何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通过独到
的讲解开拓了现场听众的视野，提高了
教师们对师生沟通艺术的认知，促进该
校教师们综合素质的进一步拓展。

“本次活动的开展，通过课堂教学
中优质提问的研究，激活学生思维，促
进精准认知，实现课堂教学高效；通过
专题性的教学研究活动，引导老师反思
课堂、反思教学，形成研究型、学习型的
文化氛围，促进教学专业成长；通过校
校交流，推动经开区教研教改工作向纵
深推进，有力提高区域教学水平。”经开
区大洋实验学校常务副校长廖荣超如
是说。

经开区开展“基于优质提问下
有效教学研究”成果展示活动

安顺全市范围均可通过
微信小程序实现一键报警

创文曝光台

首届全国各民族少儿围棋赛落幕
我市棋手杨玉玺斩获男子个人冠军

主题教育进行时主题教育进行时

比赛中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彬、陈雨：

本院受理原告郑磊、杨媛诉被告胡彬、陈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黔0402民初22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胡彬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郑磊借款本金人民币46000元。二、由被告胡彬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郑磊逾期还款利息(该利息以借款本金人民币46000元为基数,按年利
率6%从2019年4月24日起计付利息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利随本清)。三、驳回原告郑磊、杨媛
对被告陈雨的诉请请求。四、驳回原告郑磊、杨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0
元,由原告郑磊承担人民币350元,被告胡彬承担人民币950元(诉讼费用原告郑磊已预交,由
被告胡彬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交付给原告郑磊,原告郑磊不再向本院申请退
取)。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2019年11月21日

贵州省安顺市
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国江:
本院受理原告安顺市西秀区板桥钢结构加工厂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2019)黔0402
民初6369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德利、陈杰皓：

原告罗德义诉被告罗德利、陈杰皓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2民初2371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判决:一、被告罗德利与被告陈杰皓于2018年12月6日
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无效；二、驳回原告罗德义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
人民币100元,公告费人民币600元,合计人民币700元,由原告承担人民币50
元,由被告罗德利、陈杰皓承担人民币650元(该款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于本判决
生效后五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原告不再向本院申请退取)。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顺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安顺市
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顺开发区富源汽车修理铺:
本院受理原告宋云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2019)黔0402民初5587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诚信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