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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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修 值班主任：江富全 本版责任编辑：熊可吟 校对:侯金梅 组版:赵勇

安顺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52-0029

邮发代号：65-42

ANSHUN DAILY

2021年 农历辛丑年八月十一
总第8850期 今日8版

多云 19—26℃

9月17日 星期五

掌上安顺微信号掌上安顺APP 悦读帮 顺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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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段斌） 9月 15日，
市委副书记尹恒斌带队到西秀区、经开
区，督查调研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市委
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统战部部
长程华恩参加督查调研。

按照2021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实地考察场所标准及要求，尹恒斌一行
先后深入到市建司马路市场、东体育
场、麒麟小区、头铺三角花园、家喻五洲
3号地块、欢喜岭村产业园区、凌云农贸
市场等地，了解各重要区域重点部位的
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情况，就如何解决存
在的问题，与有关负责同志一道商讨整
改措施，督促工作落实。

尹恒斌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
委、市政府的要求上来，切实增强责任
感紧迫感使命感，以强烈的担当精神把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引向深入。要压紧
压实责任，严格对照文明城市创建的标
准及各项要求开展工作，不折不扣做好
各项“规定动作”，加强对突出问题整改
的督促指导，对工作推进不力的严肃追
责问责，释放狠抓文明创建工作的鲜明
导向。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聚焦薄弱
环节，及时查缺补漏，抓好整改落实，建
立长效机制，探索形成符合安顺实际的
工作路径，全面提升我市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的质量与水平。要强化氛围营造，
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凝聚起全社会共同参与文明创建的
强大合力，全力以赴推进我市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取得更加明显的成效。

市委有关副秘书长，市有关部门负
责人，西秀区、经开区有关负责同志参
加督查调研。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9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首
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快，时空信息、
定位导航服务成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去年7月我宣布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服务以来，北斗系统在全球一半
以上国家和地区推广使用，北斗规模应用进入市场化、产业化、
国际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习近平强调，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
民。中国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愿同
各方一道，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推进北斗产业发展，共
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果，促进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进步，让北
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当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主
题为“北斗服务世界，应用赋能未来”。

本报讯（记者 王兰） 9月 14日，
市委副书记尹恒斌带队到关岭自治县
调研督导饮水安全工作。

尹恒斌先后到上关镇三合村、落哨
村和顶云街道新厂村，实地调研了解供
水情况及供水设施运行情况，走进农户
家中和村民交谈，详细了解群众用水成
本和使用情况。

尹恒斌强调，饮水安全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既是民生问题，更是政治责任，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问题导向，大力提升农村饮水安全
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力度，进一步完善

供水网络，全面补齐短板，着力提升农
村饮水安全质量。要健全完善管、护、
督长效机制，着力提升工程管理和设施
保护能力，切实保障正常供水，确保群
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要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作用，及时妥善解决好群众反
映的问题，同时积极引导群众转变思想
观念，普及健康用水常识，形成使用合
格水源习惯，切实保障饮水安全。

调研督导期间，尹恒斌还深入到上关
镇冬足村实地调研宜居乡村建设工作。

关岭自治县、市乡村振兴局、市水
务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王小欢） 9月16日
上午，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时光辉在
我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全省第二批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征求意见座谈会，认真听取党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律师、人
民陪审员及基层政法干警代表意见建议。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张本强
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围绕深化“一
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建设、巩固提升顽疾

整治成效、优化改善法治化营商环境、夯
实基层基础力量、强化法律监督等工作
进行交流探讨，提出意见建议。

时光辉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互动
交流。他说，各位代表从不同角度、不同
领域提出的意见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对开展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具有重要意义。会后，将对征集的意见
建议及时归纳梳理汇总，充分吸纳合理
意见建议，确保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走深走实。同时希望社会各界继续支持

和监督政法工作，共同推动全省政法队
伍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打造党和人民
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铁军。

时光辉强调，今年以来，按照党中央
统一部署，全省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顺利完成第一批教育整
顿任务，第二批教育整顿稳步扎实推
进。要强化两个批次教育整顿的有机衔
接，坚持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分层分类
推进顽疾整治，提升综合治理实效。要
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和“我为基层解

难题”实践活动，下决心下功夫解决好群
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构
建亲清政商关系，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
益，力所能及地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
中的实际困难。要进一步打通政法部门
间的“数据壁垒”，促进资源信息融通共
享。要高度重视“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
建设，科学谋划推进，强化激励保障，充
分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进
一步夯实平安建设基层基础。

时 光 辉 到 我 市 调 研 并 主 持 召 开 座 谈 会
听取基层代表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意见建议

新华社西安9月1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15日到驻陕西部队某基地视察调研，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基地全体官
兵致以诚挚的问候。他强调，要贯彻新
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
略方针，聚焦备战打仗，加快创新发展，
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为建设世
界一流军队、建设航天强国作出更大
贡献。

金秋时节，古城西安天高气爽，景

色宜人。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来
到基地营区。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
亲切接见驻西安部队官兵代表，同大家
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基地工作汇报，
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充分肯定基
地长期以来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要适应航天发
射密度加大、要求提高的实际，优化组
织模式，创新测控技术和手段，确保测
控精准可靠、圆满成功。要统筹实施国

家太空系统运行管理，提高管理和使用
效益。

习近平指出，太空资产是国家战略
资产，要管好用好，更要保护好。要全
面加强防护力量建设，提高容灾备份、
抗毁生存、信息防护能力。要加强太空
交通管理，确保太空系统稳定有序运
行。要开展太空安全国际合作，提高太
空危机管控和综合治理效能。

习近平强调，完成好基地担负的各
项任务，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深化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发扬
好“两弹一星”精神、航天测控精神，打
牢官兵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
根基，保持部队纯洁巩固和高度集中统
一。要有针对性做好人才工作，强固人
才支撑。要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满
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把干事创业积
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不断开创基地建设
新局面。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纵深推进数字产业 全力抢占发展新机
——我市以大数据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肖劲松

本报讯（记者 王小欢） 9月16日
下午，2021年三季度全市批发零售住宿餐
饮企业入库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作分
析推进会召开。市批零住餐企业入库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市政协主席杨华昌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批零住餐企业入库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市政协副主席胡震主持会议。

会上，市商务局汇报了1至8月全市
批零住餐企业入库及社消零工作完成情
况；各县（区）围绕批零住餐企业入库工
作情况、社消零运行情况、存在的主要困
难和问题以及实现三季度目标的对策措
施作汇报发言；市税务局、市统计局、市

市场监管局围绕会议主题作交流发言。
杨华昌对全市批零住餐企业入库推

进情况给予了肯定。他指出，今年以来，在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政府的统筹推动
下，各县（区）和市直有关部门按照“政协牵
头、专班统筹、县（区）负责、部门联动”的工
作机制，全程落实“一企一策”服务原则，有
效推动了批零住餐企业入库工作的统筹开
展和高效运转，取得了较好开局。但我们
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存在的差距和问
题，切实增强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全力
以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杨华昌强调，培育更多优质企业入

库，保持社消零工作持续健康发展，是助
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各
县（区）、市直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全市
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提出
下半年“排难而进、敢于争先、增速不减、
位次不降”的目标要求，始终保持清醒的
头脑、昂扬的斗志、过硬的作风，围绕上
报的拟入库企业名单，聚焦问题精准谋
划，齐心协力聚力攻坚，持续加大工作力
度，统筹推进培育批零住餐企业入库各
项工作措施的落细落实。

杨华昌要求，各县（区）、市直相关部门
要解放思想、大胆开拓，对各类商贸流通场

所开展全面深入的分类专项摸排，深挖潜
力，进一步建立健全拟培育企业、拟入库企
业、入库企业三本台账。要优化服务机制，
积极为拟入库企业排忧解难，帮助企业持
续发展壮大。要整合资源，根据各地具体
实际，配套有吸引力的入库奖励政策，调动
企业入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增强服务
大局意识，创新服务理念，加强统筹调度，
积极精准指导，做好跟踪督办，全力推动批
零住餐企业入库工作高效推进。要敢于自
我加压、提前推进、上下协调、攻坚克难，确
保顺利完成三季度及全年批零住餐企业入
库和社消零目标任务。

2021年三季度全市批零住餐企业入库暨社消零工作分析推进会召开

2021年9月23日是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为充分展示广大农民群众的时代风采，提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在全社会营造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
的浓厚氛围。本报今起推出“庆丰收 感党恩”专栏。在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本报记者将深入基层，扎根群众，围绕农民丰收和乡村振兴
等方面进行采访报道，大力宣传“三农”领域改革发展的成就亮点，充分反映全市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时代风貌。

开栏语

习近平在视察驻陕西部队某基地时强调

聚焦备战打仗 加快创新发展
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稻 谷 丰 收 好 时 节
□本报记者 陈婷婷 甘良莹 文/图

金秋时节，西秀区杨武乡15000余亩
水稻迎来丰收。9月15日，记者走进杨武
乡，金灿灿的田野上收割机往来穿梭，收获
着颗颗金黄的稻谷，呈现出一幅美丽的丰
收画卷。

下午时分，伴随收割机在田里轰隆作
响，一圈又一圈地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粉
碎稻秆一气呵成，十几分钟就将一亩水稻
收割完毕。杨武村村民李小荣一边看收割
机作业，一边准备装运的工具，丰收的喜悦
让她笑容满面。

（下转2版）

习近平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
国 际 峰 会 致 贺 信

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尹 恒 斌 到 关 岭
调研督导饮水安全工作

尹恒斌带队督查调研
文 明 城 市 创 建 工 作

1至8月，全市2000万元口径互联
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营 业 收 入 达 1.9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5.2%；1至8月，预计全市电信业务总
量完成17亿元，同比增长16.5%；截至
目前，全市大数据企业263家，较2020
年底增加144家，增长率达121%……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贵
州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大数据
战略行动，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
抢新机。坚持“应用驱动、运营流通，充
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发展新路，以大
数据场景应用为驱动，数据治理和运营
为切入点，全力推进数字经济，为全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开展“新基建”，为数字经济奠
定良好基础。

今年1至8月，全市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完成6.58亿元，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的82.25%。

深入开展“小康讯”行动计划升级
版、积极推进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大
力开展5G基站建设和数据中心建设
等，全市“新基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全市行政村100%通光纤，30户以
上自然村4G网络覆盖率达100%。积
极推动5G基站建设，
今年全市5G基站建
设任务1200个，为大
力推动5G基站建设，
市县两级成立了 5G
基站疑难站址协调专

班，全力帮助通信运营商协调解决问题，
目前已新建基站 471 个，累计建成
1411个。

加快推动数据中心建设，积极开展
“六网会战”工作，全市互联网开工建设
项目45个，有力推动国电南自数据中心
建设，项目已完成一期投资8亿元。

构建数据创新应用平台

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我市通
过打造数据创新应用平台，引领数字经
济发展。

“011科创谷”的成立和打造，是安
顺实现赶超跨越的战略部署，是创新发
展平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
路径。

“011科创谷”总规划面积6.5平方
公里，核心区2000亩，已建成2家五星
级酒店和近百家商务酒店，集聚30余万
平方米商业配套，并建成3.2万平方米
人才公寓，发展动能强劲。

截至目前，“011科创谷”已注册企业
102家，完成办公选址70余家，已有滴滴
青桔、哈罗出行、喜马拉雅有声城市、369
智慧云平台、011大数联盟、联众医疗影
像云大数据无胶片化及医学AI应用、狒
狒智能回收平台等实现应用场景上线，
数量达20个，发展活力持续增强。

（下转3版）

稻谷收割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