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责任编辑 张少康 胡 雪 2021年11月5日 星期五

本报讯 日前，笔者在走访遵义高
新区（红花岗经济开发区）多个企业后发
现，红花岗区全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业主管部门和辖区企业积
极行动，各企业生产有序进行。

在位于遵义高新区 IT产业园的遵义
市飞宇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几条生
产线正在加工产品，工人们忙碌而有序，
专注于生产。疫情发生后，该企业在原
材料供应方面受到了影响，好在应对及
时、政府扶持措施到位，目前已得到有效
解决。

遵义市飞宇电子有限公司是专注精
密零部件研发生产的企业，是遵义高新
区重点扶持的企业之一。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区委、区
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公司订单迅速增长
的情况下，协调解决了厂房不足的问
题，同时帮助对接银行解决资金问题。
待贷款资金到位后我们公司将扩大生产
产能、引进技术和市场的相关高端人
才。”遵义市飞宇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潘亚楠说。

位于遵义高新区的遵义天磁锰业是
一家主要生产高纯低硒电解金属锰的企
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用电需求大，受疫
情与供电问题影响，企业被迫放慢生产
进度。红花岗区工信局及包保领导在得
知企业困难后，主动作为、上门服务，通
过多方协调帮助企业解决了用电困难。

皇氏集团遵义乳业公司是一家老品
牌、新形象的本地企业。该公司副总经
理王明辉告诉笔者，疫情发生后，红花岗
区工信局及时与企业进行了电话沟通，

并帮助协调解决了车辆运输及员工核酸
采集等。

“疫情发生之后，我们立即行动起
来，通过电话沟通、上门走访的方式及时
了解企业需求，做好防疫物资、水、电、交
通等方面的保障，确保企业能够有序生

产。针对几家重点规上企业的用电和资
金需求，我们加大协调力度，使资金尽快
到位，让他们能正常生产，减少疫情对企业
的影响。”红花岗区工信局有关负责人说。

当前，辖区各级政府、园区管理部门
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和部署，组

织党员干部下沉企业指导企业抓好重点
人群监测、重点场所管控及就餐环节防
控等，并持续关心企业发展，全力保障企
业正常生产经营。

（王予涵）

遵义高新区

入驻企业生产有序进行

本报讯 作为中心城区专
业农副特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新雪域西南农产品交易中心承
担着遵义市及周边地区农副产
品供应保障任务。随着疫情防
控措施的调整，各类交易市场有
序复工复市，市场秩序井然。

11 月 3 日，笔者在新雪域
西南农产品交易中心看到，市
场管理方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在市场各个入口处设置有疫情

安全检查点，并对市场环境及
货物运输车辆进行全面消毒消
杀，为商户营造安全有序的经
营环境。目前，新雪域西南农
产品交易中心各市场商户已经
全部恢复经营，各商家经营情
况稳定、运行良好。市场内各
类农产品库存充足、价格平稳，
特别是粮油、蔬菜、水果等农副
产品的库存均能满足市场供应
需求。 （唐宇）

新雪域西南农产品交易中心

安全有序推进市场复市
本报讯 红花岗区长征

街道结合冬季防火特点，针
对辖区市场全面开展消防
安全巡查整治，增强商户消
防安全意识，筑牢安全生产
屏障。

日前，长征街道公共安
全办工作人员来到太阳园批
发市场，重点对消防通道是
否畅通、消防器械是否完好
合规、消防水源供水是否达

标等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市
场消防安全责任人落实好监
管责任，加强火灾隐患自查
自纠。同时，检查组向商户
宣传消防安全知识，现场督
促整改消防安全隐患，提醒
大家注意用电安全，全面提
高市场“群防”能力。

据了解，在本次消防安
全巡查整治中，共检查经营
场所 35家，清理乱停乱放二

三轮车 25台，发放宣传资料
200余份。接下来，长征街
道将继续坚持消防安全集
中整治和日常巡查相结合，
加大对安全隐患的整治力
度，切实提高辖区商户安全
风险防范能力，为辖区市场
主体平稳有序复工复产保
驾护航。

（顾玥玥 陈淑兰）

长征街道

强化检查保生产安全

11月2日，遵义市飞宇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全力以赴生产。 （孙际东 秦波 摄）

本报讯 近年
来，红花岗区按照

“一核两翼串珍珠”
空间布局，围绕遵
义会议会址，深挖
红色资源，发挥“旅
游+”的融合优势，
全力建设全国著名
红色文化旅游新高
地和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

该区立足红色
资源优势，把红色
文化、地域文化和
现代服务业结合起
来，推动红色文化
与教育培训、旅游
发展、文艺创作深
度融合。毛主席住
居、红花冈剧院均
完成改造提升并投
入使用，遵义市红
色民宿培训学院揭
牌，红色旅游精品
景区和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逐步健全，
红色旅游的吸引
力、承载力、内生力
不断提升。

今 年 国 庆 期
间，遵义会议会址
门前红旗飘扬，游
人如织。家住铜仁
市的游客谯珍珍

“打卡”红花岗区红
色地标——遵义会
议 会 址 ，收 获 颇
丰。谯珍珍说：“不
忘来时路，方知向
何生，身为一名人
民教师，更应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勇
于 担 当、砥 砺 前
行。”

今年是中国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为了更好地服
务游客，遵义会议
纪念馆今年将入口
由原来的一个增设
至三个，并通过设
置自动测温门，大
大缩减游客入馆时
间。同时，还利用
数字技术、多媒体
技术、虚拟现实等
科技手段，激发红
色旅游魅力。据了
解，今年国庆期间，
遵义会议会址接待
游客25万余人次。

在红花岗区，
除了遵义会议会址
外，红军遵义警备
司令部旧址、红军
总政治部旧址、红
军烈士陵园、毛主
席住居等红色资源
星罗棋布。据统
计，今年国庆假期，
全区共接待游客
112.71 万余人次，
其中红色旅游景区
接待游客 77.27万
人次，共计实现旅
游收入8.86亿元。

近年来，该区
按照《遵义市红花
岗全域旅游总体规
（2018-2025年）》，
成功承办全市第十
二届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大会，建成“传
承红色经典、创享
绿色乡村、文旅转
型升级”的旅游发
展新格局，成功推
出“朝游金鼎镇、午
探拓路士、夜宿莲池村”“拂晓识百草、晌
午赏万景、日暮尝佳肴”等旅游线路。

红绿交辉，双色齐艳。截至目前，该
区共创建3A级景区9家，有民宿等30余
家，深溪镇龙江村评定为省级乡村旅游
重点村，金鼎山镇金川村、深溪镇复兴
村被评定为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苟园
民宿获得“贵州省长征路上的好民宿”
称号。

“十三五”期间，该区整体接待人次
达到 1.11亿人次，其中过夜游客接待
1102.04万人次，约占总接待量的 10%，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58.1亿元。

如今，站上新的起点，该区将继续坚
持“文化为魂、旅游为体”的发展思路，立
足红色资源优势，发挥红色文化魅力，深
度挖掘旅游资源，不断推动“旅游+”融
合发展，做优做特做强“旅游产业化”建
设，唱响“红色圣地·醉美遵义”名片，书
写“全域、全季、全业”多点开花的旅游新
篇章。

（陈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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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红花岗区纪委
区监委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
疫情防控各工作组、各行业主管部门和
各镇（街）履行疫情防控工作责任情况进
行督办检查，确保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
署落地落实，切实维护全区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红花岗区纪委区监委为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的相关工作要求，研究制定《红花
岗区纪委区监委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包保
督导方案》，梳理 8项督导内容清单，成立
8个督办检查组，采取分片督导的方式，
深入辖区 15个镇（街）开展监督检查，督
促各单位党委（党组）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属地责任，把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抓
实、抓细、抓落地。

具体工作中，督办检查组立足“监督

的再监督”原则，采取区域巡查和点位督
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明察暗访，重点对
各镇（街）和有关职能部门落实省、市、区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研究制
定相关措施、重点场所和重点环节防控
措施落实、防控物质及资金管理使用、市
级督查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等开展
全面督查，查找薄弱环节，进一步压紧压
实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

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办
检查组采取每天一督查、每日一通报的
方式，及时将发现问题反馈给相关职能
部门，并要求限期整改，并对整改情况
适时开展“回头看”，确保发现问题件件
整改落实到位。同时，对瞒报谎报、擅
离职守、增加基层负担等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将严格查处，严肃问责。

（红花岗区纪委区监委）

红花岗区纪委区监委

开展疫情防控监督检查

每日清晨是菜市场最热闹的时候。
见有人在菜摊前徘徊，廖权秋都会站起来
热情招揽，紧接着装袋称重、计价收账，一
气呵成。

廖权秋的菜摊就在红花岗区海风井
的一个菜市场里，长期固定经营的就只有
生姜、大蒜这类长时间储存的品种。他的
左腿有残疾、行动不便，经营姜蒜类正好
不用经常往城郊的批发市场跑。而前些
日子，廖权秋天天都到批发市场购买新鲜

蔬菜。他说：“清晨5点多就要起床，骑上
三轮车赶去新雪域批发市场买菜，不然菜
就不新鲜了。”

廖权秋买了菜，却没有往自己的摊位
拉，而是在每天早上8点前直接送到了位
于忠庄街道的蒂雅职业培训学校。菜送
到也不歇，帮忙洗菜、切菜、炒菜、打包装
盒，11点再帮忙将盒饭送出去。

此次疫情发生后，蒂雅职业培训学校
停课，学校部分师生提议成立志愿者队伍

为一线抗疫人员送“爱心餐”。他为该校
校友，廖权秋一看到消息后，就立即报名
参加。

他说：“看到工作在抗疫一线的工作
人员每天这么辛苦，我作为遵义人，为什
么不出一份力呢？”

在送“爱心餐”的一个多星期里，还有
两名和廖权秋一起的同班同学：黄长俊和
李永松。“看到学校的微信群里有人提议
送‘爱心餐’，这可不能少了我。”今年 33

岁的黄长俊，左手残疾，2020年疫情期间，
也第一时间报名当了志愿者。

“做菜我不太行，但我可以帮忙打打
杂，做做后勤工作。”李永松说，自己只希
望一线的工作人员们都能早一点吃上一
口热饭。

据悉，10月 22日至 30日，廖权秋、黄
长俊、李永松三人一共参与送出“爱心餐”
2347份。

（陈淑兰）

“爱心餐”暖胃又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