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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装箱

本报讯 日前，工业与信息化
部公布了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名单。位于遵义高新区的遵义
市飞宇电子有限公司、贵州容百锂
电材料有限公司、贵州航锐航空精
密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这是遵义高新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遵义高新
区聚焦“高”“新”两大主题，以升建
国家级高新区为引领，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集聚创新资
源、培育创新主体、激发创新活力，
全力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科研
成果转化，积极培育了遵义市飞宇
电子有限公司、贵州容百锂电材料
有限公司、贵州航锐航空精密零部
件制造有限公司等创新型企业，为
加快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重要动力支撑。

据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是指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
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和行业技
术的佼佼者。遵义市飞宇电子有限
公司作为一家专用信息互联产品企
业，一直专注于技术研发，在连接器

微型化、低温密封烧结等领域都处
于世界先进水平，获得 70多项国家
专利，形成了技术先进、产业链完
整、产品品种齐全的科研生产体系。

“入选国家工信部第三批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这是对公
司科技研发的巨大肯定，也是遵义
高新区引领和支持企业加大科技研
发的结果。”遵义市飞宇电子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潘亚楠告诉笔者，公司
计划未来三到五年，在产品的升级、
多元化及技术引领市场发展的战略
上加大管理和投入力度。

除了积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遵义高新区还围绕首位产
业“基础材料”和潜力产业“高端装
备制造、大健康医药”等，积极培育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
中心等科创载体，进一步提高园区
企业科研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时
不断聚集创新企业，整体提升园区
科技创新水平。

“企业技术中心一方面根据市
场和客户的需求，结合公司实际生
产技术，优化各项生产工艺流程，开
发出客户需要的高性能硬质合金，

另一方面制定公司主要原辅料技术
标准及主要产品出厂技术标准，并
培养公司技术人员和引进硬质合金
高层次人才。”遵义中铂硬质合金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嵇
建斌说。

同样位于遵义高新区的遵义中
铂硬质合金公司作为一家硬质合金
生产企业，拥有国内较先进的混合
料制造工艺及设备，先后承担了国
家、省、市、区级科技项目 10余项。
今年 7 月，该公司入选省工信厅
2021年度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拟认定
名单。

“下一步，我们将发挥好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平台和市级工程技术中
心平台作用，研发国内比较急需的
纳米级硬质合金，将公司打造成国
内一流硬质合金企业，2022年产值
争取实现 1亿元以上，为红花岗区
工业倍增行动贡献企业的力量。”嵇
建斌说道。

“公司建立以来十分注重研发
投入，接下来我们要加大科技创新
和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
和市场占有率。”入选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称号的贵州航锐航空精
密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王道益也对公司未来充满信心。

近五年来，遵义高新区认真贯彻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培育创
新主体。目前，园区拥有科技型成长
梯队企业25家、高新技术企业30家、
小巨人成长企业7家、创新型领军企
业1家，建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个、
省级众创空间1个、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 5个，拥有省级创新型人才团队 9
个，并先后建成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
心遵义分中心、贵州医药大健康产业
研究院、贵州特征微生物研究院、国
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大学科技园等
创新创业平台。

下一步，遵义高新区将全力推
进“工业倍增行动”，持续加大创新
主体培育力度，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集合优势资源，聚焦创新体系
建设，有力有效促进技术、人才、资
金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将创新
驱动嵌入高质量发展的每个环节，
推动高新区创新主体数量与质量、
规模与能力双提升，助力遵义高新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唐宇）

遵义高新区

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大课堂”，
从大学生到西部计划志愿者……伴
着时代强音，带着在志愿者旗帜下的
铮铮誓言，毕业于贵州工商职业学院
的大学生陈红把青春和梦想根植于
红色沃土，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和
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

2020年的夏天，陈红报名参加
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服务于
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街道，从事基层
团建、宣传文化等工作。

传承红色基因，砥砺青春前行。
她勇于探索“红色风貌区团建”模式，
以组织实施“领青春、志青春、育青
春”三项行动为抓手，凝聚青年、组织
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团结带领

会址旁的团员青年在奋斗中释放青
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

在深入推进三项行动中，陈红充
分发挥青年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组
建会址青年服务队，讲述红色故事，服
务外来游客和市民群众2万余人次。

“《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
联播》《光明日报》……今年是咱们会
址青年服务队的‘高光时刻’，上了很
多次央级媒体。”前不久，获得“全省
优秀西部计划志愿者”“全区优秀团
干部”表彰的陈红自豪地说。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
影；哪里有难题，哪里就有她的足
迹。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中，由于普查员人手少，她申请加入

老城街道南门社区人口普查工作
中，每天爬楼上百层，迎着朝霞出
门，数着星星回家，她总说“有一种
快乐叫负重前行”；为了鼓励居民参
与垃圾分类，她积极联系贵州新绿
视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南门社
区建起可再生资源回收互联网预约
平台和低碳积分兑换“环保空间”，
实现居民只需扫码预约，足不出户
就有专业人员上门定时定点进行回
收，让低碳融入居民日常生活；了解
困难家庭孩子的“六一”心愿后，她
对接多家共驻共建单位，为 65个孩
子送去特别的“六一”礼物。陈红
说：“西部计划是爱和志愿精神的接
力，我可能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参
加西部计划最大的意义。”

干得实在，写得精彩。勤于笔耕
的她，始终把目光和笔触对准基层、
聚焦群众，写身边好人、写发展故事，
在各类媒体发表稿件 30余篇，全力
讲好与时代脉搏相通的老城故事。

信念在岁月中成长，青春在奉
献中闪光。“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
们：‘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
无悔’‘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
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我要用行动证明自己，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作贡献。”服务
期刚满一年，陈红在“入党申请书”
上写下了她的初心。 （颜学彬）

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小事
——记全省优秀西部计划志愿者陈红

本报讯 连日来，面对国内新冠
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红花岗区纪委
区监委严格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
坚持“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
查”，迅速整合“室组地”监督力量，开
展疫情防控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督促
相关职能部门履职尽责，推动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推进到哪里，
监督检查工作就跟进落实到哪里。
红花岗区纪委区监委制定关于疫情

防控的监督检查方案，明确工作重
点、细化工作措施，并成立由区纪委
书记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
的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
筹、指挥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以
强监督促强监管，督促相关职能部门
切实扛起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

在监督检查工作开展过程中，红
花岗区纪委区监委充分发挥“室组
地”联动优势，整合纪检监察室、派驻
纪检监察组和镇（街）纪委监督力量，

组成8个监督检查工作组，深入疫情
防控一线，采取实地暗访、走访群众、
查阅工作台账等方式，对卫生健康、
发改、工信、交通、市场监管、药监等
重点职能部门的疫情防控责任落实、
疫苗接种、重点人员排查、重点场所
防控和疫情防控政策宣传等工作落
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由
专项监督检查组现场向相关责任单
位反馈，并建立整改台账，按照“室管

镇（街），组管部门，镇（街）纪委管村
（社区）”的原则，由相应纪检监察室、
派驻纪检监察组和镇（街）纪委督促
相关责任单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进行整改落实，对整改情况进行“对
账销号”。同时，建立与红花岗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的沟通协调机制，统筹开展疫情防控
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工作，确保发
现问题件件整改，全部“销零”。

（红花岗区纪委区监委）

红花岗区纪委区监委

“室组地”联动织密疫情防控监督网

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
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红花岗区
已建51个农家书屋，覆盖全区所有行政
村，成为农村群众的学习教育“加油站”
和精神文化家园。

图为孩子们在红花岗区忠庄街道勤
乐村农家书屋看书。

（冯永兴 钱燕 摄影报道）

农家书屋

本报讯 “以前上下
楼，看见这电线老化，心里
不免担心，现在改造好了，
就安心了。”近日，红花岗区
长征街道河北井社区居民
袁娜和邻居们聚在一起话
家常，感慨最近楼里的变化
让人心安。

今年以来，河北井社区
工作人员深入辖区街头巷尾
切实开展安全巡查，确保为
居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人
居环境。在一次巡查中，社
区工作人员发现辖区 11号
楼B栋存在楼道渗水严重、
楼梯地面湿滑、墙面部分线
路裸露等安全隐患，工作人
员随即走访楼栋住户了解情
况，并多次组织楼栋70余户
居民召开“坝坝会”，征求居

民改造意愿，组织住户筹
资，共商共议改造方案。

截至目前，该楼栋已
陆续完成楼道大门拉簧和
门锁更换，并安装好楼梯
间顶层遮雨棚和重要区域
监控摄像头。接下来，社
区将对楼道间老旧线路进
行整改。

“下一步，社区将对辖
区楼栋继续进行全面细致
的排查，并通过整合辖区
资源，搭建起与居民共商
共建的社区治理格局，提
供更加合民心、贴民意的
服务内容，让辖区居民的
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不断提升。”河北井社区居
委会副主任程仁俊说。

（陈淑兰 顾玥玥）

河北井社区

共商共建让居民住得安心

本报讯 为提升政务
大厅各窗口服务质量，优化
事项办理流程，进一步提高
企业、群众办事便捷度和满
意度，红花岗区营商环境建
设局以“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为抓手，持续开展
优质服务，切实解决群众需
求，让政务服务更有“温
度”。

在红花岗区政务服务
大厅，邹先生前来办理行政
审批事项，工作人员陪同其
前往办事窗口，详细了解该
事项的办理流程、所需材料
及注意事项，指导邹先生填
写各项资料，最后顺利完成
了该事项的办理。“服务太
周到了，很贴心细致，真的
感谢你们。”邹先生在办理
完业务后感慨道。

红花岗区营商环境建
设局在为服务对象服务中，
坚持工作细致化、常态化，

以热心、真心的“两心”服务
急群众之所急，不断提升政
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
民化水平。对于无需在窗
口办理业务的群众，指导其
在自助服务一体机网上办
理；对于不会操作网上办事
流程有陪同需求的群众，工
作人员会进行耐心引导，缩
短办事时限，切实解决群众
办事满厅跑、多窗折返跑等
问题，让群众省时省心省
力。

红花岗区营商环境建
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将不断拓展政务服务内
涵、夯实政务服务基础、健
全政务服务功能、创新政
务服务方式、转变政务服
务作风、提升政务服务品
质，秉承“为民、便民、利
民”的服务宗旨，致力让最
优的政务服务惠及群众。

（罗晓珊）

红花岗区营商环境建设局

持续优化政务服务

本报讯 “平时父母
不在家，作业里不会的题
目只能空着。到这里后，
有老师给我讲题，我觉得
挺好的。”家住红花岗区中
山路街道新华桥社区的学
生曹语涵说。暑假以来，
新华桥社区的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成了辖区孩子学习
的好去处。

“社区留守儿童较多，
一遇到放假常常无处去、
无人看。”社区工作人员
说，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集图书阅读、青少年科
普、休闲娱乐等多功能为

一体，开放时间为周一到
周日 9:00-17:00，为辖区群
众特别是辖区留守儿童，
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可休
闲、可娱乐的“文化之家”。

据中山路街道相关负
责人介绍，接下来，中山路
街道将不断强化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便民办事、图书借
阅、棋类活动等服务，拓展
宣传文化和党员教育、科普
教育、普法教育、市民教育

“一宣四教”主题活动，让群
众在家门口以寓教于乐的
方式，尽情享受丰富多彩的
文化生活。 （陈淑兰）

新华桥社区

让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发挥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