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石江寒/校对：白昊楠/组版：金萍
ANSHUN DAILY 综 合 4 2021年9月22日 星期三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情满中秋情满中秋 欢度佳节欢度佳节

本报讯（记者 高智） 9月18日，
安顺市2021年“我们的节日·中秋”云
上过中秋文艺演出正式上线。

此次“我们的节日·中秋”云上
过中秋文艺演出，由市委宣传部、市
精神文明办主办，关岭自治县委宣
传部、关岭自治县精神文明办承办，

主要采取录制视频的方式进行网络
展播。

云上过中秋文艺演出包括歌曲、
舞蹈、小品和短视频等节目，形式丰富
多样、内容精彩纷呈。为保障节目的
顺利录制，关岭融媒体中心认真策划、
精心组织，深入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

涵，不断强化广大群众认知传统、尊重
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的思想观
念，把高质量的文艺节目通过线上的
模式呈现给全市观众，让观众享有更
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
化生活。

据了解，此次线上主题活动在安

顺广播电视频道、安顺新闻网、云动
安顺APP等媒体播放，安顺文明网、
文明安顺公众号、掌上安顺公众号及
各县区主办的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实时转发视频链接，并开设有奖问答
等互动环节，推动网络过节活动的全
面展开。

9月18日，西秀区蔡官镇中心校开展“情暖中秋，爱在校园”关爱留
守儿童活动，学校老师为留守儿童学生送上月饼，并为他们讲述中秋节
吃月饼习俗的由来，使留守儿童群体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度过一
个欢乐的中秋节。 □孙小平 记者 甘良莹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现虹 高智 文/图）为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丰富节日期间师生文化生活，关岭自治县各中
小学积极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中秋。

9月 18日，该县各中小学充分利用校园
LED电子显示屏、学校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群、
校园网进行节日宣传，积极营造节日氛围。同
时，开展诗朗诵、故事会、猜谜语、手抄报、黑板
报、征文比赛、演讲比赛、做灯笼、月饼盒制作
等活动，使学生们通过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了
解中秋节的来历、习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
魅力。

“学校开展‘手工制作灯笼、猜灯谜、组成
语’的活动，目的在于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活动中
了解中秋节日文化，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增强民
族自豪感，引导他们珍惜亲情、热爱生活、努力
学习。”龙潭中心小学教师秦煜说道。

关岭第二中学校长冷攀俊告诉记者，该校
安排各班班主任老师组织本班学生共同绘制关
岭二中师生迎中秋“月圆大团圆”巨画，让学生
在学校度过一个开心、快乐、幸福的节日，切实
感受学校大家庭的温暖。

9月17日至18日，平坝区开展主题为“礼赞国庆 情满中秋”“文艺名
家进舞台”暨2021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戏曲进校园、进社区演出活动，
来自平坝区社会各界的文艺工作者走进平坝区特殊教育学校、天龙中心
小学、乐平镇同富社区，为学校师生、社区群众带去精彩的文艺表演。图
为在乐平镇同富社区开展的文艺汇演。

□罗秀华 记者 桂传念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念） 中秋假期首
日，记者走访安顺高铁西站、安顺火车站、
汽车客运东站了解到，我市各车站从严从
细做好疫情防控，确保乘客安全出行。

在安顺高铁西站进站口，进站乘车
的旅客按照相关防疫规定佩戴好口罩，
测温、安检等后有序进站。

安顺高铁西站客运主任黄远凤介绍
说，高铁西站在原有落实“口罩必戴、体
温必测、健康码必查”和保持一米距离等
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对出站旅客进行分
类处置。“旅客到站后，由现场工作人员
引导旅客有序出站，若发现健康码和行
程码有异常的，将第一时间通知当地消
防组。同时，工作人员对侯车公共区域
及设施设备每天进行不少于4次的消
毒。”黄远凤说。

为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措施，高铁西站还强化日常一线工
作人员防护措施，提高防护意识，加强个
人防护，落实上岗人员每日核酸检测制
度；加强站区特别是旅客通道和重点区

域的通风、消毒工作，进一步筑牢疫情防
控防线。

在安顺火车站，当天值班人员王兆
娣告诉记者：“中秋节期间我们继续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所有进站的旅客扫
码测温、戴好口罩等。”

在汽车客运东站，乘客进站购票前，
需要配合工作人员测量体温，体温显示
正常并出示“健康码”绿码，方可正常乘
车。汽车客运东站值班站长谢安琴介
绍，该站对内做好公司员工上岗体温检
测、及时报备等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确
保员工自身安全防护和健康。对外来进
站购票的旅客，要求必须佩戴口罩，出示
本人身份证、健康码（绿码）进行实名购
票，旅客之间保持一米安全有效距离；对
进入候车大厅的每位旅客进行体温测
量，一旦发现体温过高或健康码异常的，
将立即对其进行隔离观察并上报驻站联
防联控医疗单位处置；对所有站场发班
车辆都进行定期消毒，且凭车辆消毒记
录单方可出站。

我市各车站从严从细
做好中秋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罗野） “您好，这
里是安顺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中秋节期
间，安顺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话务员们坚守在工位前，来电声、解答
声、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

据了解，节日期间，为第一时间帮
助来电人解决诉求，安顺市12345热
线已提前安排部署，实行双岗值班，保
持热线24小时运行，密切联动承办单

位，高效处置群众反映的各类诉求，充
分发挥安顺市“政府服务总客服，联系
群众桥头堡”作用，及时为群众答疑解
惑、排忧解难。

同时，热线还进一步完善受理流
程和工作标准，涉及群众生活的紧急
类问题，按照“即受、即转、即办、即访”
原则，及时电话协调，快速处理跟踪落
实，努力架起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
让“12345，有事找政府”掷地有声。

本报讯（记者 肖劲松） 近日，市政
府食安办部署压实“四个环节”监管措
施，确保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

加强食用农产品环节监管。加强对
农畜产品种、养殖重点场所的监控和生
猪、肉牛、肉羊为重点检验检测，强化养
殖环节滥用抗生素及禁用药物的监管，
增加活畜销售前质量安全抽查频次，加
大肉品检疫工作力度。同时，加大对米
面油、蔬菜、水果、蛋、奶和水产品等鲜活
农产品的抽检力度，确保群众日常食用
农产品的安全。

加强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监管。以查
处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过期、腐败
变质原料，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
添加剂的违法行为为重点，加强对儿童
食品、月饼、保健食品、调味品、米面制
品、食用油、肉制品、豆制品、酒类、纯净
水、奶和奶制品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
执法检查和抽检，依法严厉查处违法从
事食品生产经营的黑窝点。

加强食品流通环节监管。加强进口
冷链食品的排查，严格落实“三专三证”、

“四不得”、向属地社防组报批、48小时
前报告、集中监管等措施，对还在从事进
口冷链食品的经营者开展100%排查管
控，持续开展重点场所环境消杀。对集

贸市场、食品超市、粮油及食品批发市
场、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食品监督检
查，加强农村地区销售假冒伪劣食品打
击力度，严厉打击制售注水肉、病害肉、
劣质肉的违法行为，落实食品经营者主
体责任。加强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严
禁野生菌进入农批、农贸市场、商超等食
品市场销售。加强对儿童食品、月饼、保
健食品、蔬菜、畜禽产品、熟食制品、豆制
品、酒类产品、奶和奶制品及可疑食品的
监测。

加强餐饮服务环节监管。以学校、
养老机构、涉旅餐饮服务单位、建筑工
地食堂、酒店、农家乐、网络订餐等为重
点单位，以小吃街、高速公路服务区、车
站周边、旅游景区及周边等为重点区
域，重点检查其原料采购、进货查验、索
证索票、凉菜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食
品添加剂管理和使用、食品留样等。严
防餐饮服务单位加工制作来源不明的
风险食材，加强禁食野生菌风险预警和
宣传，严禁餐饮服务单位制售及代加工
野生菌。督促餐饮服务单位严格遵守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加强制作过程食品
安全管控，做好餐饮具清洁消毒，严厉
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
添加剂等行为。

安顺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
中秋持续做好便民服务

全市全市““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中秋中秋””云上过中秋文艺演出正式上线云上过中秋文艺演出正式上线
1948年9月2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
全党委制的决定，总结党内认真实行
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要求那些把
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
自己的错误。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
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
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到地委，从前
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
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
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
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
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
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
此外，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
可偏废。

1956年9月20日

陈云在中共八大上作题为《关于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
问题》的发言，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
构想。

发言提出国家过去为限制资本
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措施，今天已基
本不再需要，今后要采取下列措施：
（一）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
系。把商业部门对工厂实行加工订
货的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
售商品的办法。（二）工业、手工业、农
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
分散生产、分散经营。（三）取消市场
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
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四）
使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五）适当变
更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方法。
他强调，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在我
国出现的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
是适合中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
主义市场。

今后，我国经济将是这样：在工
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
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
补充；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计划生产
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
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
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
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三个主

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是改进经济
管理的重要方针，对突破苏联模式，
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2009年9月20日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总结了继续推进人民政协事业发
展的重要启示：必须坚持把人民政
协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中部署和推进；必须坚
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
构作用，不断巩固和发展我国多党
合作的政治格局；必须坚持发挥人
民政协作为大团结大联合组织的作
用，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
新力量；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
推进人民政协事业，永葆人民政协
生机活力。

2019年9月20日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
召开。习近平讲话强调，新时代加强
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要把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
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服务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
线，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
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把人
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
发展好，担负起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
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的政治责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人民政协是中国共
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
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
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
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
上进行的伟大创造。

本报讯（记者 甘良莹） 今年中
秋和国庆“双节”期间，安顺市西秀区
携手贵阳市观山湖区，共同开展“双城
邀你 嗨FUN双节”活动，联动两地金
融机构、各大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
等，线上发放价值百万优惠券，线下开
展旅游、特色美食、商场促销等活动，
提振西秀区和观山湖区双城的消费信
心与活力。

此次活动时间为9月 19日至10
月7日，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放优惠
券，消费者可通过“乐玩西秀”小程
序、“乐玩西秀”微信公众号、“观观好
汇玩”微信公众号、“观观好汇玩
plus”微信小程序四个通道入口参与
抢券，消费满相应金额即可用券抵
扣。活动商家涵盖了西秀区福运顺
风房车露营基地、梅旗萤火谷、山里
江南度假区、朴岚居民宿及各类美食
商户 1000余家，以及观山湖区国贸

玖福城、万达广场观山湖店、世纪金
源、云上方舟、宜家家居、CC Park六
大商业综合体。

活动期间，“乐玩西秀”平台将推
出各类线上线下互动活动，线上以“乐
玩”为主题，包括乐玩餐饮、乐玩住宿、
乐玩出行、乐玩旅游、乐玩购物、乐玩
娱乐六大板块，各大商户均推出了多
项优惠福利。此外，建行、工行携手银
联也发放了千份美食消费券，诚邀游
客和市民享受西秀的美食。线下，西
秀区将于9月30日至10月2日在大西
桥镇鲍家屯村举办农民丰收节，游客
可以亲自参与丰收活动，切身体验丰
收的喜悦。

在观山湖区，此次“观观消费券”
共分三种，即银联云闪付联合农行、
交行、贵阳银行提供的专属消费券，
优惠金额从2元到100元不等；工商
银行提供专属消费券，优惠金额从5
元至 50元不等；贵阳国贸观山湖玖
福城分公司提供专属餐饮券，消费者
领取电子优惠券后，到国贸玖福城生
活购物中心 1楼客户服务中心可兑
换纸质消费券，在国贸玖福城指定商
户使用。

安顺西秀区携手贵阳观山湖区庆“双节”

关岭各学校多形式开展庆中秋活动关岭各学校多形式开展庆中秋活动

关岭二中组织学生共同绘制关岭二中组织学生共同绘制““月圆大团圆月圆大团圆””巨画巨画

市食安办加强“四个环节”监管
确保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

格凸河景区格凸河景区：：

文旅活动成中秋“新宠”
本报讯（记者 姚福进 文/图） 中秋假期，紫云自治县格凸河景区

开展“庆中秋、庆国庆”畅游景区系列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旅活
动成为游客“新宠”。

中秋期间，格凸河景区邀请附近村民身着民族服饰与游客互动跳竹
竿舞，开展博饼节、“太空人”送月饼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一起感
受节日的欢乐。

此外，格凸河景区还设置了农特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展销区，紫云红
芯红薯、山核桃、毛板栗等农特产品受到游客青睐。

游客们纷纷表示不虚此行，中秋节期间来格凸河景区游玩，参与了
互动体验、观赏到民族文化表演，还购买到原生态的农特产品。

““太空人太空人””送月饼送月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