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罗野） 为深入推进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力做好
住宅小区和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工
作，连日来，西秀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辖
区高层民用建筑管理单位对《高层民用
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宣
贯和解读，切实加强高层民用建筑消防
安全综合治理，严防高层民用建筑火灾
事故发生，将为群众办实事落在实处。

活动现场，消防监督员就《高层民用
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内容进行详细
的讲解。并重点围绕居民楼电动车管理、
消防车道治理等开展全方位排查，及时发
现和消除火灾隐患，开展多角度多层次小
区和家庭火灾隐患查找及预防、如何正确
逃生、如何使用灭火器和扑救初起火灾等
安全知识宣传，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群众的
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防控能力。

同时，还组织辖区高层民用建筑
管理单位消防安全负责人，召开《高
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宣贯
会，会上，消防监督员分析了近年来
高层民用建筑火灾形势和消
防安全管理现状，并对当前
各小区私家车违规停放、占
用、堵塞消防车通道及住宅
楼 容 易 存 在 的 消 防 安 全 隐

患、居民家中常见的消防安全问题等
进行了警示提醒，对畅通消防车通
道、电动车规范充电等消防常识进行
了培训讲解。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学史力行学史力行

西秀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系列宣贯活动

近日，贵州好人榜传来好消息，位于
镇宁的贵州联盟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侯
玉彬榜上有名，他作为诚实守信、助人为
乐的好人荣登榜单。

侯玉彬诚实守信、助人为乐的故事
得从2018年说起。一直以来，侯玉彬作
为企业负责人坚守诚信经营、踏实做事
的理念在服饰行业积累了很好的诚信口
碑。2018年4月，他被聘任为镇宁自治
县本寨镇大鱼凹村荣誉村主任。为了践
行“千企帮千村”的工作要求，侯玉彬上
任后经常到大鱼凹村与村“两委”商量如
何发展村里的产业、如何帮助村里找到
致富门路，还为村里的公益事业作了许
多贡献。中秋节、春节下乡慰问孤寡老
人、贫困户，并送上慰问金或物资，并先
后帮助解决7位村民就业问题。为了支
持山区学校教育，他给大鱼凹小学的
249名学生每人捐赠了一套校服，还对

困难学生进行了慰问。
2020年12月，侯玉彬听说镇宁民族

中学高三学生唐志辉因家庭变故停学，
而当时唐志辉正处于高考冲刺阶段。唐
志辉是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所遇到
的困难让学校老师们很担心。于是学校
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帮助其解决了学费、
住宿费等费用。同时又积极联系到社会
爱心人士侯玉彬，帮助解决学习期间的
生活等费用，保证唐志辉能够顺利完成
学业。

2020年12月3日，正值寒冬，侯玉
彬在百忙中来到镇宁民族中学资助办，
与唐志辉同学进行了交谈了解其经济状
况后，侯玉彬将资助标准从原先的500
元/月增至600元/月。他对唐志辉说：

“不要担心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什么困
难我们可以商量着解决。”他的话像一股
暖流温暖着唐志辉。侯玉彬同时表态：

“镇宁民族中学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有
需要帮助的他可以发动身边的朋友一起
参与到这份公益事业中来，帮助孩子们
解决遇到的困难。”

2018年至今，侯玉彬累计为镇宁自
治县特殊教育学校、本寨乡大鱼凹小
学、马厂中心学校、革力乡大革窍小学、
黄果树民族中学、镇宁思源学校等学校
捐赠服装2300余套，价值20多万元。
2019年开始，他资助镇宁民族中学3名
困难学生，黄果树民族中学2名困难学
生。每人每年3000元，帮助他们完成
学业。他还组织公司员工为
江龙镇陇西村困难家庭、残
疾人家庭送电视机、食品、衣
服等。在他的带领下，贵州
联盟服饰有限公司不断提升
企业的文化氛围，引领和培
育企业员工“诚信礼智孝”，

让员工们做人诚信，尊敬老人，懂得感
恩，增强社会责任感。

2019年1月，侯玉彬被评为镇宁自
治县优秀政协委员；2019年4月，侯玉彬
获镇宁自治县民营企业“千企帮千村”精
准帮扶行动“先进个人”；今年7月侯玉
彬荣登贵州好人榜。侯玉彬说：“企业离
不开党委政府支持，离不开科技创新，而
科技离不开人才培养，所以以一颗公益
心积极支持学校教育，也是企业回馈社
会的方式，在这条路上企业将长期坚持
走下去。”

诚信安顺

侯玉彬：

做好诚信企业 传递真情温暖
□本报记者 刘现虹

黑黄的皮肤，微微驼背的身材，脸上
总是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这是记者在
西秀区环卫处东关环卫所见到第五届贵
州省敬业奉献道德模范文元春时的第一
印象。

已经56岁的文元春是一名环卫工，
每天他都要早早出门，赶到垃圾收集站
去工作，那里有着二三十吨垃圾等着他
去压缩处理。“愿辛苦我一人，换来万家
洁。”这是已经干了三十余年环卫工作的
文元春常说的话。文元春这份兢兢业
业、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他“舍小家、
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和赞赏。2004年，他被评为“全国建设
系统劳动模范”；2015年，被中共中央、
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2016
年，被评为第五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同
年，被评为安顺市第三届“最美安顺人”。

1988年文元春开始参加工作，他的
第一份工作就是朋友介绍的环卫清扫工
作。金匮街（原人民路）、白虹路是文元
春刚从事环卫工时清扫、保洁的路段。
每天凌晨3：00，文元春就得起床，然后
开始清扫数百米长的路段，之后拖着垃
圾车挨家挨户摇铃收集垃圾，随后拖运
到李家花园倾倒运走。

作为清扫环卫工人，在文元春所负
责的区域内，每条大街小巷都留下了他
的足迹，他所负责清扫的街道连年被评
为“卫生街”；同时，文元春还是一个热心
人，把帮助别人看成自己的份内事，常常
在完成自己负责的路段清扫后，又去帮
助别人，遇到其它工人生病或者家里有
事，他就顶上去。每逢除夕之夜，当家家
欢歌笑语，享受团圆之乐时，环卫工人还
得坚守在岗位。很多环卫工人是从外县

农村来的，平时工作任务繁重，没有机会
回家看看，文元春总是叫他们先回去，自
己叫上妻子，帮助他们清扫路段。

在2005年，文元春在一次工作中发
生意外受伤，单位领导体恤他受伤后不
能从事过于繁重的工作，有意调整其从
事管理工作，可文元春不愿为单位增添
麻烦，硬是以自己薄弱的文化底子通过
自学考到了从事行车操作的技术证书，
从此，便开始他的行车操作生涯。

行车操作亦是一个又脏
又累的活，需要每天凌晨4：
00就到岗工作，一直要等辖
区内各个街道、社区所有垃圾
运送过来，文元春去分解、压
缩、打包，运往绿色动力再生
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垃圾焚烧
时，他才能缓一口气。

“干环卫工作是苦，可我看到人们在
洁净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心里面舒坦。”
这是文元春的追求。工作三十余年，文
元春当过清扫工人，也做过行车操作员，
他一心扑在环卫事业上，每天起早贪黑，
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天，从未耽
误过一天的工作。他时刻恪守西秀环卫
人的职业道德，以“脏了我一人，洁净千
万家”的环卫精神，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默默地诠释着“老黄牛”的精神。

道德模范道德模范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
军委关于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重
要指示精神，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
府、省军区决定新建贵州革命军事
馆。该馆为贵州省综合性军事历史场
馆，着重展示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领导
武装斗争史、新中国国防建设史和新
时代强军兴军伟大实践，生动展示贵
州军民解放贵州、保卫贵州、建设贵州
的伟大历程，延伸展示黔贵大地军事
历史、军事文化和兵要地志，发挥传承
红色基因、宣扬强军成就、普及国防教
育、彰显贵州精神的地位作用。贵州
革命军事馆是新时代贵州党史军史教
育的红色殿堂，建成后将入选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国家国防教育
示范基地，面向社会常态化开放。现
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各类革命历史文
物史料和藏品，特此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和类别
重点征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边境自卫作战，以
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革命、建设和
改革时期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中
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历史
价值的实物资料。

（一）革命活动类：与我省重大革
命事件有关联的内部文件、通知文书、
标语宣传、报刊图书等；记载革命生涯
的书画作品、手稿、日记、自传、信件、
血书、入党申请书等。

（二）军事作战类：军事地图、作战
电报、指挥文书、通讯器材、战斗装具
等；战场缴获的敌军物资、装备、生活
用品等。

（三）军史影像类：记录各个革命
历史和重大战役的照片、胶片、录音
带、录像带等。

荣誉证章类：中国共产党领导贵
州建立政权机构、军事机构的军旗、奖
旗、队旗、队徽、锦旗、贺幛等；在重大
革命活动、重大战役、重大纪念活动荣
获的勋章、徽章、证书、奖状、喜报，以
及公章、代表证、出席证等。

（五）革命生活类：各个革命时期
军装、军衔、兵种符号及被装、草鞋、挎
包、水壶、茶缸、餐具、雨具、子弹袋、粮
袋、腰带、绑腿等战斗装具和生活用
品；著名英烈、英模肖像遗物；各个根
据地、边区发行的钱币、邮票，反映革
命及战争活动的契证、票据、收条、借
据等。

（六）“三线建设”类：贵州“三线建
设”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仪器、生产
工具、机械设备、生活用品、科研产品
和重要历史文献、图片、影像等，以及

与重大典型事件、先进人物模范相关
联的历史物品等。

（七）双拥共建类：驻黔部队参与
地方建设以及军民共建的各种典型事
迹、实物资料、图片影像等。

（八）古近代军事类：反映贵州历
史上的战争、战役、战斗、军事活动和
重要历史人物、著名英烈、爱国志士有
关联的军事及生活用品等。

（九）其他有价值的照片、文献资
料、实物和线索等。

二、征集方法
（一）无偿捐赠。鼓励集体或个人

无偿捐赠，对于无偿捐赠文物的集体
和个人，均颁发捐献证书；捐赠文物一
经陈列，在展柜中永久具名。对捐赠
文物数量较多、价值较高的，可单独组
织捐赠仪式。

（二）原件复制。对特别珍贵、本
人欲亲自保存的文物史料，可捐赠复
制（印）件，也可由贵州革命军事馆建
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复制（印）后归还
原件。

（三）限期寄存。集体或个人可以
将收藏的重要文物藏品寄存到贵州革
命军事馆委托管理，在征得寄存方同
意下适时进行展陈。对有重要价值但
不便长期展陈的，在适当时间段展陈
后予以归还。

三、征集要求
（一）捐赠单位或个人需确保文物

的历史真实性、拥有唯一性和来源合
法性，若与第三方有法律纠纷等情况，
本馆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捐赠单位或个人需对文物史
料的来源、流传经历、背后故事等提供
简要文字说明。

（三）文物征集采用直接交送、快
递邮寄方式，如资料、实物不便寄送
的，由贵州革命军事馆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派专人登门接受捐赠。

四、征集时间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

12月底为集中征集时间，而后转入经
常性征集。

五、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贵州革命军事馆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贵州省军区政治工
作局）

联系人：周勇（0851-85780345）
冉宁（0851-85780344

传 真：0851-85780030
85780040

邮箱：GZGMJSG@163.com
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南

厂路340号

贵州革命军事馆文物史料
征集公告

按照《安顺市2021年创建工作考核方案》（安市办函字〔2021〕27号）文件要

求，市创建办对各县（区）城区、7个产业园区和95个乡镇（街道、新型社区服务中

心）上半年创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考核,现将考核情况通报如下。

一、县区考核结果

县区名称

西秀区

平坝区

普定县

镇宁自治县

关岭自治县

紫云自治县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

黄果树旅游区

最后得分

89.69

89.41

88.75

87.37

89.82

88.92

91.26

90.75

二、产业园区考核结果

三、乡镇（街道、新型社区）考核结果

（一）一类乡镇（街道、新型社区）

1.全市26个一类乡镇（街道、新型社区）考核排名靠前的乡镇（街道、新型社区）

乡镇（街道、新型社区）名称

西秀区马槽新型社区

西秀区凤凰新型社区

西秀区新安街道

最后得分

93

92.5

92

2.全市26个一类乡镇（街道、新型社区）考核排名靠后的乡镇（街道、新型社区）

乡镇（街道、新型社区）名称

紫云自治县松山街道

镇宁自治县白马湖街道

普定县玉秀街道

最后得分

87.5

87

85.5

（二）二类乡镇（街道）

1.全市69个二类乡镇（街道）考核排名靠前的乡镇（街道）

乡镇（街道）名称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幺铺镇

西秀区旧州镇

关岭自治县普利乡

镇宁自治县扁担山镇

最后得分

92.5

92

91.5

91.5

2.全市69个二类乡镇（街道）考核排名靠后的乡镇（街道）

乡镇（街道）名称

平坝区乐平镇

镇宁自治县六马镇

西秀区轿子山镇

最后得分

85.5

85.5

85

按照《安顺市2021年创建工作考核方案》（安市办函字〔2021〕27号）的相关要

求，一是对考核最后得分低于90分且排名最后1名的镇宁自治县进行重点督办；二

是对考核最后得分低于90分且分别在一、二类乡镇（街道、新型社区）排名后三位

的普定县玉秀街道、镇宁自治县白马湖街道、紫云自治县松山街道、西秀区轿子山

镇、平坝区乐平镇、镇宁自治县六马镇进行重点督办，对所属县（区）分别给予0.5分

的追加扣分。

安顺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2021年7月27日

“愿辛苦我一人 换来万家洁 ”
——记第五届贵州省敬业奉献道德模范文元春

□本报记者 罗野

安顺市创建工作2021年上半年考核结果通报

镇宁自治县产业园区

关岭自治县产业园区

紫云自治县产业园区

96

96.5

96.5

产业园区名称

西秀产业园区

安顺民用航空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

黎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普定循环经济工业基地

最后得分

97.5

97

96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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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陈应娴） 强降
雨致河南多地遭遇特大水灾，安顺人民的
心也被河南灾情牵动着。7月30日，贵州
云上刺梨花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开封市祥符
区慈善总会向河南灾区捐赠200件精制刺
梨原液等刺梨营养品，总价值59万元。

7月30日上午10时许，贵州云上
刺梨花科技有限公司十余名工作人员
正紧锣密鼓地将捐赠物品装箱，10点
40分运货车辆启程，31日下午抵达河
南灾区。有关部门为此次运送捐赠物
品的车辆免除了途经高速的过路费。

关岭爱心企业向河南灾区捐赠
价值59万元营养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