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平塘县在者密镇六硐举行“庆丰收·感党
恩”丰收节，充分发挥旅游业融合特性，以文旅融合促进乡村
旅游业，带动乡村旅游消费和经济增长，延长乡村经济产业
链，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平塘县文旅部门积极整合乡村分散
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毛南族打猴鼓舞和牙舟陶烧制技艺，省级
非遗项目布依族水龙节、布依八音、布依族器乐演奏绝技、滕
编技艺，州级非遗项目泡糟酒酿制技艺、豆油皮制作技艺、毛
南香囊、坛子鱼制作技艺的文旅资源，以及乡村农耕文化、乡
土美食文化、乡风民俗文化、民族特色文化，使乡村旅游独具
魅力，成为吸引无数城市游客前往乡村的核心吸引物，真正
让传统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和生活文化、人文资源、社会环境
资源构成当代乡村独一无二的旅游吸引力，以资源优势配套
为抓手，促进文旅融合巨大资源优势，让开发者对文旅资源
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对旅游发展定位准确把握，找到吸引游
客的突破口，带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要求参与开发
者，对历史文化、自然资源、乡风民俗等文旅资源进行充分的
挖掘、包装，凸显出吸引点、卖点、收入点，有效挖掘文旅资源
优势，以融合和全域的视角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

在六硐旅游景点，以农耕体验、农事活动、农村生活为代
表的旅游产品体系逐渐丰富，这些独特乡土文化的产品体系
正在成为平塘乡村旅游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效树立文化核
心地位，坚持文化驱动、文化为魂，带动文化领域乡村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牙舟陶依托文化驱动，在文旅部门的帮助下，
当地积极挖掘陶瓷、民俗旅游资源，通过产业链的延伸、价值
的再创造，把以前不值钱的变得值钱，实现以文化助力乡村
振兴大发展。京舟景区充分发挥区域生态旅游、民俗旅游等
资源富集的优势，建设特色鲜明、功能完备、内涵丰富的乡村
休闲旅游目的地，依托诗词文化体验，形成观光农业与休闲
旅游结合的文旅融合发展大格局，助力乡村振兴大发展。

平塘县文旅局局长姜俊锋在干部职工警示教育会上说：
“文旅干部职工要时刻牢记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
的载体，创新工作思路，让文旅成为乡村发展的催化剂和推
进器；要将乡村旅游资源与市场需求对接，推动乡村旅游市
场化运作，实现乡村发展与现代化接轨，不断提高乡村的自
我造血能力；要时刻牢记文化主体地位，用淳朴的民风创造

一个可以让游客达到放松身心休闲娱乐目的的环境氛围，以
文旅大融合的视角推进乡村旅游发展，让文化旅游成为乡村
振兴的新助力。”

该县把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的公共服务与文旅融合发展
的市场营销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建立常态化、立体化、品牌化

宣传推广模式，统筹调度节假日、黄金周等重要时间资源，统
筹安排各个景区营销活动，通过高标准的管理和服务，将整
个平塘打造成为贵州主城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样板区。

图为平塘县文旅局领导到旅游企业指导工作。
（刘邦和 摄影报道）

平塘平塘：：文旅融合发展大格局文旅融合发展大格局 助力乡村振兴大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大发展

本报讯 9月27日晚，州中心血站携手州红十字会、都匀市
红十字会、都匀市人民医院、市疾控中心，把健康大讲堂送进黔
南民族师范学院，为 2021级新入学的高校学子科普健康知识，
共同构建健康校园、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健康大讲堂围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
献“三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急救常识、传染病防治等展开，旨
在为高校学子科普“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科学血液
生理观及造血干细胞知识，动员更多适龄青年加入“三献”志愿
者队伍，倡导高校学子健康阳光生活方式，共同构建健康校园。

各板块科普宣教中，不时穿插的台上场下互动环节，在活
跃现场学习氛围的同时，也激发着同学们学习健康知识，传播
健康理念的热情。近两个小时的健康专题讲座，让刚迈进高校
大门的学子们颇有收获。

现场热烈的互动教学气氛，让该校卫生科科长张伟生忍不
住向血站宣教老师致谢，并表示：“提高青年学生的疾病防治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和正确的性道德观，在
校园中营造出关注社会、关爱生命、关注公益的氛围，是学校抓
好开学第一课的核心工作。”

黔南师院2021级新生陶芊芊说：“今晚的培训，让我受益匪
浅，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无
偿献血，传递爱心，分享健康。”

开设科普讲堂，不定期把健康知识，健康理念送进高校，是
黔南州中心血站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立足本职，“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生动体现，真正让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入人
心，助力黔南卫生
健康事业高质量发
展。
（周晓莉 陈守坤

摄影报道）

州中心血站送健康知识进高校

贵州桓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桓源公司”）承
建的“贵州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及国家级高级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异地扩建项目二期一标（综合楼、2＃3＃实习楼、体
育馆）”，现已完成清算审计，根据退场约定，我院即将支付
桓源公司部分工程款，与本标段有经济往来的相对方请及
时联系桓源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桓源公司自行解决，与我
院无关。特此声明。

贵州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2021年9月30日

声 明

各投标人、供应商、招标代理机构：
截至目前，仍有部分投标保证金长期滞留我中心保证金专户，现面向社会

公布，请务必于2021年10月30日前到我单位办理退付手续（地址：贵州省黔南
州龙里县环城路档案大楼13楼；联系人：郭饶，联系电话：0854-5664356）。清
单如下：

关于清退投标保证金的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项目名称

龙里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水质监测等采购项目

龙里环保局水质环境监测

龙里县2018年中央财政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县监理招标

龙里县2017年度洗马镇新城
区集中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预算编制

冠办生猪仔采购

冠办生猪仔采购

醒狮肉牛养殖扶贫

龙里县2017-2018年度县级集
中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10kV

配电工程监理

龙里县城市地下管网规划编制
单位采购

投标单位名称

贵州金洋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贵州金洋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颖建设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

重庆同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百里杜鹃军新开创种养殖开
发有限公司

清镇市大发养殖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好方向养殖专
业合作社

广州浩然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贵州正业工程技术投资有限
公司

息烽绿荫苗圃场

金额
（元）

10000

5000

5000

2000

2000

2000

10000

3000

5000

1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洗马镇肉牛犊采购

洗马镇肉牛犊采购

龙山厉家庄背后坡大坪了
荒山绿化工程

龙山厉家庄背后坡大坪了
荒山绿化工程

冠办钢架大棚

竹鼠

冠办凤凰村道路硬化(2016年以
工代赈项目（凤凰村道路硬化）)

四幼“公建民营”

八一公园绿化苗木采购

兽药、饲料

兽药、饲料

无公害蔬菜产销对接及品牌
宣传项目

无公害蔬菜产销对接及品牌
宣传项目

黔西南州天一恒生
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兴义市饲畜牧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

惠水精木园艺场

贵阳乌当闽星
花卉园艺场

贵州文洋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恭城绿源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

贵州梵水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杜国英

龙里县艺景花卉
苗木种植场

贵阳市云岩区
康牧兽药经营部

贵阳市南明区
福营兽药经营部

贵州黔天龙印务
有限公司

贵州东山纸业有限公司

800

800

500

500

1000

2000

2000

20000

2000

800

800

2000

200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龙里县龙山镇草原村扶贫项目
种兔兔笼及饲料防御药品

装修项目（龙里县农村淘宝县
级服务站点装修项目）

龙里县农村淘宝县级运营服务
中心装修项目装饰工程

龙里县财政投资项目
评审机构采购

龙山王榜寨后田，夏蓉高速护
坡绿化工程

龙山王榜寨后田，夏蓉高速护
坡绿化工程

龙山王榜寨后田，夏蓉高速护
坡绿化工程

龙山王榜寨后田，夏蓉高速护
坡绿化工程

龙山王榜寨后田，夏蓉高速护
坡绿化工程

龙山王榜寨后田，夏蓉高速护
坡绿化工程

红蒜种子

洗马镇种子采购

谷脚镇鸡场道路硬化

天麻种子

贵州群安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国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遵义阳光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贵州世联工程招标
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惠水精木园艺场

贵阳乌当闽星花卉园艺场

贵州省惠水县金立
花木园艺场

贵州省惠水县金
立花木园艺场

惠水县精木园艺场

贵阳乌当闽星花卉园艺场

龙里县苗山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龙里县苗山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贵阳市建筑安装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龙里县苗山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2000

5000

5000

10000

500

500

500

2000

2000

2000

800

2000

2000

800 黔南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龙里县分中心
2021年9月30日

黔南盈鑫甲醇销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证书编号：黔南WH经许证字[2020]9号。

特此声明
黔南盈鑫甲醇销售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0日

遗失声明

一、项目概况
贵州盛世荣创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再生纸生产项目（变更）位于瓮安
县经济开发区广州花都产业园，主要建设
内容：项目占地面积 268 亩，建筑面积
120000 平方米。一期拟建生产规模为 20
万吨/年瓦楞纸生产线一条，二期拟建生产
规模为30万吨/年牛卡纸生产线一条。

二、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贵州盛世荣创再生科技

有限公司
（2）联系人：吴总
（3）联系方式：18180989533
（4）公司邮箱：1924920744@qq.com。
（5）环评单位：贵州柏年瑞和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6）联系人：张工
（7）联系电话：13984083471
（8）邮箱：1633146294@qq.com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
html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将公众意见表发至我公司邮箱

或者邮寄至我单位（注：团体单位提出意见
后必须加盖公章）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8fz8hZA ⁃
WxDWvchcKbko8eA

提取码：2oqs
六、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

贵州盛世荣创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0日

贵州盛世荣创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再生纸
生产项目（变更）“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一、项目基本情况
福泉市陆坪镇金池农民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养猪场扩建项目位于贵州省黔南
州福泉市陆坪镇松江村，建设单位为福
泉市陆坪镇金池农民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猪舍 4 栋、
2000m2的生物发酵床、管理区等附属配
套设施，生猪存栏量为5000头。本项目
总投资估算140万元。

二、建设单位单位及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联系人：和贵祥
（2） 建 设 单 位 联 系 方 式 ：

15286226435
（3）环评单位联系人：缪工
（4） 环 评 单 位 联 系 电 话 ：

18798035204
（5）邮箱：284600429@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见链
接，需要查阅资质版本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需要到福泉市陆坪镇金池农民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办公室或者直接联系环评单
位获取。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5JILpG5-QWal_K6xoerVjA

提取码：vw7x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链接：http://www.

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福泉市陆坪镇金池农民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

2021年9月28日

福泉市陆坪镇金池农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养猪场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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