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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保护条例》《贵州省信息基础设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现将我公司信息基础设施相关安全风险进行公告。

一、塔桅
危险因素：高空坠落、倒塌、触电。
防范措施：未经许可严禁攀爬塔桅，严禁拆卸、损毁塔

桅构件；严禁在塔桅上附挂电力线、通信光缆、广播线及其
他受力绳索；严禁在塔桅上栓牲畜、悬挂物体；未经许可严
禁在塔桅上挂载或拆除设施设备；严禁在信息基础设施（塔
桅）安全保护范围内烧荒、爆破、放置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在
信息基础设施（塔桅）安全保护范围内挖沙、取土、堆土、钻
探、挖沟、设置粪池、牲畜圈、沼气池、种植植物、倾倒废弃物
等。

二、机房
危险因素：触电、窒息、火灾、高空坠落。
防范措施：未经许可严禁进出、攀爬机房；严禁在机房

内外乱拉乱接；未经许可严禁在机房内增加或拆除设施设

备；严禁在信息基础设施（机房）安全保护范围内烧荒、爆
破、放置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在信息基础设施（机房）安全保
护范围内挖沙、取土、堆土、钻探、挖沟、设置粪池、牲畜圈、
沼气池、种植植物、倾倒废弃物等。

三、机柜
危险因素：触电、火灾、倾倒。
防范措施：未经许可严禁打开机柜；严禁在机柜内外乱

拉乱接；未经许可严禁在机柜内增加或拆除设施设备；严禁
在信息基础设施（机柜）安全保护范围内烧荒、爆破、放置易
燃易爆物品；严禁在信息基础设施（机柜）安全保护范围内
挖沙、取土、堆土、钻探、挖沟、设置粪池、牲畜圈、沼气池、种
植植物、倾倒废弃物等。

四、变压器
危险因素：触电、火灾、高空坠落。
防范措施：严禁拆卸、改动或迁移变压器；严禁攀爬、触

摸变压器；严禁盗窃、损毁变压器；严禁在信息基础设施（变
压器）安全保护范围内挖沙、取土、堆土、钻探、挖沟、设置粪
池、牲畜圈、沼气池、种植植物、倾倒废弃物等。

五、电力线路
危险因素：触电、火灾。
防范措施：严禁拆卸、改动或迁移电力线路；严禁在电

力线路上接用电器设备盗取用电；严禁在电力设施保护区
内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严禁在电
力设施保护区内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严禁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堆放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物品；
严禁向电力线路导线抛掷物体；严禁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
区内垂钓。

六、电力杆及拉线
危险因素：触电、倒塌、高空坠落。
防范措施：严禁拆卸、改动或迁移电力杆及拉线；严禁

攀爬电力杆；严禁在电力杆及拉线上附挂通信光缆、广播线
及其他附着物；严禁在电力杆及拉线上栓牲畜、悬挂物体。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州分公司
2021年10月20日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黔南州分公司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风险公告

本报讯 日前，贵定县组织召开职业技能学历双提升工
程专项工作启动部署会，该县将紧紧围绕“五精准 五确保”
启动职业教育双提升工程，确保专项行动落地实施取得实
效，为我州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双提升工程专项行动奠定基
础。

精准责任分工，确保提升实效。贵定县委、县政府印发
《贵定县职业技能双提升工程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县人
民政府县长为组长，各涉教部门及镇街主要领导作为任务推
进第一责任人，签订年度工作责任书，明确工作职责和年度
任务数，按照方案要求时限全力开展全县 15—59岁未上学
劳动力 5321人的地区分布及信息的摸排、动员宣传及教学
点设定等工作，力争在 2021年 10月 20日前精准锁定人员，
将县域内未接受教育人员分批全覆盖开展技能学历双提升
工作，实现清零行动。

精准技能类别，确保服务产业。结合县域产业经济发展
重心，围绕“一镇一特、一村一品、一坝一业”及各镇街实际产
业分布情况，制定一对一的技能培训方案及学历提升方向，
建立有现代农业技术、汽车应用与维修、电子电器应用与维

修、服装设计与工艺，旅游服务与管理等符合县域经济发展
的专业，培养方向包括茶叶种植加工、刺梨种植加工、汽车维
修工美容师、电工焊工、服装缝纫工育婴师、保育员、家政服
务员、农家乐服务员、美容美发师等。按照黔南幼专文化提
升+贵定县中等职业学校技能提升核定完成后，就读学员均
可持1+X证书毕业（即非全日制中职毕业证+X项技能等级
合格证），分三批次扎实有效推进全县技能学历双提升工程
稳步实施。

精准后期跟踪，确保双证发放。立即启动理清县内15—
59岁未接受教育的人数及分布，黔南幼专、贵定县中等职业
学校采取“送教+送培+榜样交流”“村组+农户+田间地头”

“讲座+操作+流动授课”“文化+技术+政策法规”“调查+测
评+信息反馈”等措施组织教学与考核，稳步推进专项行动
全覆盖实施。课时核定后发放结业证书及技能等级合格证
并分批按照产业需求安置就业，逐步化解全县未接受教育库
存人数的同时，为县域经济储备基层产业适用性人才。

精准专业服务，确保培训属性。镇（街道）负责搜集培训
及学历提升要求，根据本地域产业经济发展特点及招生对象

的需求，并结合产业分布和存在的突出问题等情况，区分不
同类别的培训对象，针对性开展特色培训，将专业和课程、技
能和学历实现同步提升，所招收的学生由县中等职业学校
（县技能学历双提升培训中心）统一录入全省中等职业教育
非全日制招生系统实施动态管理，基本学制为 1—3年。采
取非全日制的学习形式，面授、自学辅导及远程网络培训相
结合，真正实现围绕服务县域产业，定向培养需求人才的主
核心开展工作。

精准统筹经费，强化监督问效。加大统筹力度，明确将
县级各类培训资金进行整合，确保在培训开展过程中优先保
障技能学历双提升专项工作经费的拨付，建立健全经费预
算、使用监督等制度，稳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率和保障水
平。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督查机构对涉及部门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督查，根据推进工作情况进行问效，及时推广经验、分析
问题、解决短板等，标准化建立一月一调度的制度，确保扎实
推进该项工作的稳步实施。

（蒲婷婷 张波 陈海）

贵定县

“五精准 五确保”启动职业教育学历技能双提升工程

本报讯 10月 17日，平塘县开展学前教育园长及骨干教
师培训暨教研指导责任区教研活动。全县300余名幼儿教师
参加。

培训围绕“安吉游戏”的推广、农村幼儿园集团化管理资
源中心建设及办园成效经验分享三个板块开展。培训要求
各参训教师要提高思想认识，珍惜此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以
认真积极的心态对待本次培训，将培训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
到教育教学实践中，发挥培训效益，创造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和终身学习的研训环境。

“通过老师的精彩分享，不断提高了我们的专业技能和
教学方法，在以后的教学中逐渐转变教育观念，发挥孩子们
在游戏中的主体地位，让孩子成为游戏最大的操控者。”参训
教师罗应珊参加培训后受益匪浅。

“一张张图片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安吉
游戏’的魅力，对于安吉在游戏方面的创新感到惊叹，希望这
样的培训能再多些，从而可以更好地让我们学以致用，更好
地实践‘安吉游戏’。”参加培训后，教师伍春琴对下步工作信
心满满。

“本次培训，开拓了老师们的视角，让教师更好地认识和
了解‘安吉游戏’，有效推动幼儿园自主游戏活动的组织与实
施，真正实现园与园之间的共同合作、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参训的幼儿教师表示，一定努力做好‘安吉游戏’，共同为儿
童发展做出应有的改变，肩负起幼教改革的主动力。”平塘县
教育局学前科负责人说。 （孟加珊 摄影报道）

平塘县开展学前教育培训和教研活动

本报讯 近日，惠水县第四幼儿园获得“全国啦啦操星
级俱乐部”称号。

授牌现场，贵州省啦啦操委员会与第四幼儿园就惠水
县幼儿园啦啦操项目合作事宜进行深入沟通交流，并初步
拟定合作计划。双方表示,要以本次“全国啦啦操星级俱
乐部”授牌为契机，为惠水县的小朋友们搭建一个更广阔
的展示平台，提高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增强幼儿体质，
让幼儿拥有更健康的体魄，助力惠水县学前教育高质量发

展。
全国啦啦操星级俱乐部建设，是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

动管理中心针对啦啦操职业化进程的一种有益探索。近
年来，啦啦操项目在啦啦操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逐步深
入到每一个城市，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课间啦啦操、专为3-
14岁儿童设立的七彩星级项目、职工啦啦操均得到了来
自学校、社会的热烈反响。

（张恒 龙玉丹 摄影报道）

惠水县第四幼儿园

荣获“全国啦啦操星级俱乐部”称号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业生产技能，为
农业产业振兴发展奠定人才基地，10月 13至 14日，荔波县
2021年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班分别在茂兰镇洞流村、甲良
镇新场村开班。

此次培训时间为期5天，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由贵州中科汉职业培训学校负责培训。参加培训班人
员主要来自茂兰镇洞流村、甲良镇新场村的种植农户共计
80人。

在开班仪式上，该县相关部门负责人要求全体参训学
员，要珍惜学习机会，提高认识，克服困难，按时参加学习，切

实利用学习机会提升自己的能力；要结合生产实际，做到学
有所获，学以致用，将所学到的知识、技能和发展理念运用到
生产实践中去，促进生产发展，增加收入；要遵守学习纪律，
服从培训管理，注意安全，做好防疫工作。

本次培训的开班，标志着荔波县 2021年高素质农民教
育培训工作正式拉开序幕。通过培训，将为该县培养一支有
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推动乡村
振兴及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刘玲玲 陈海 摄影报道）

荔波县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拉开序幕

本报讯 为全面了解长顺县 2021 年“基层科普行动计
划”实施情况，加强项目管理，近期以来，长顺县科协调研组
一行深入鼓扬原生态绿壳蛋鸡协会就项目推进情况进行了督
查。

调研组先与项目具体负责人座谈，了解项目实施总体情况，
并查看有关台账，认真检查项目建设内容是否到位，资金使用是
否规范，相关制度是否完善并得到落实。协调研组还对项目逐
一进行了实地查验，查看是否按规范化、标准化落实建设，同时
要求，协会要按照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要求及时查缺补漏，县
科协将切实加强对实施项目的跟踪管理、工作指导和服务，最大
限度发挥项目的科普示范带动作用和长效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

（彭秋）

长顺县科协

督查“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推进情况

本报讯 根据《贵州省首届科技文化节——龙里县 2021年
科技助力刺梨产业高质量发展“五个一”活动工作方案》和上级
科协有关专家基层服务行相关要求，近日，由龙里县科协组织开
展的刺梨专家基层服务行暨刺梨科技“加油站”志愿服务走进龙
里县谷脚镇高堡村刺梨基地，开展刺梨种草培肥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专家们从原料配比、拌种、播种到后期管理等重点
环节采取“面对面”“手把手”方式将相关技术现场传给与会群
众，并对与会群众现场提出的技术问题及时给予解答。

通过培训，让刺梨种植农户及时掌握刺梨管护相关生物替
代技术，达到以草控草、以草培肥、杜绝使用除草剂和减少或不
用化肥、降低人工成本的目的，为提高刺梨产量和质量打好基
础。

（陈绘宇）

刺梨科技“加油站”志愿服务
走进龙里县高堡村

本报讯 10月 12日，荔波县科协组织科普志愿者、农村科
普带头人到茂兰镇尧明村花椒种植基地开展花椒种植产业技
术知识培训。尧明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茂兰镇镇干部、村干部、
村民小组长及农户等50余人参加培训。

活动中，科普志愿者就花椒种植和科学管技术作专题培
训，针对花椒种植、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采收处理等
一系列花椒丰产栽培、科学管理的技术措施进行现场培训，
并就花椒栽培产业发展前景、市场动态、经济效益等作详细
的分析说明。

据了解，茂兰镇尧明村新建花椒种植基地面积300亩，项
目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实施。通过推广规模化、示
范化种植及股份合作方式，可带动全村38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和增加村集体收入。

（莫学亮）

荔波县

开展科普技术培训助力乡村振兴

培训现场培训现场

授牌仪式现场授牌仪式现场

培训会现场培训会现场

本报讯 为发挥科协组织的人才资源优势，龙里县科协结
合本县刺梨产业发展实际，积极与贵州省刺梨学会开展产学研
合作，全面服务龙里刺梨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贵州刺梨产业
技术讲习所”在谷脚镇高堡村挂牌成立。

刺梨讲习所成立后，刺梨专家将采取“面对面”、“手把手”教
的方式，定期对全县刺梨专业合作社、刺梨种植大户、村干部或
驻村干部开展刺梨种植、管理、加工技术等培训，通过生动鲜活
实例、通俗易懂的语言给种植群众传授知识及种植技能，让他们
听得懂、能接受，掌握致富良方，提高致富技能，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贵州省刺梨学会理事长樊卫国教授，龙里县直有关部门、各
镇（街道）负责同志及合作社负责人、高堡村刺梨种植大户及部
分群众共100余人参加挂牌仪式。

（陈绘宇）

“贵州刺梨产业技术讲习所”
在龙里县挂牌成立

本报讯 10月18日，由州教育局举办的广州教育帮扶黔南
州新高考背景下教育干部领导力提升培训班在重庆开班。

据了解，本次培训旨在深入解读高考综合改革相关文件精
神，提升我州高考综合改革下教育教学管理能力，优化在新高
考、新课程实施背景下教育教学治理体系，推动黔南教育高质量
发展。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综合研究部主任、研究
员王烽以《双减背景下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理念、目标和任
务》为题作专题讲座。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 7天，既邀请了教育部和重庆、四川
高考改革领域的专家授课，又安排了部分名校实地考察学习，通
过“集中培训+基地研修”的方式赴重庆、成都访学研修，开展高
考改革政策解读，学习先进地区优秀的教育理念、治校方略和办
学经验。

州教育局有关负责同志，各县（市）教育局局长、公办高中学
校校长、广州赴黔南组团帮扶各县支教教师小组组长及州教育
局相关科室同志参加培训。

（本报记者 叶大霞）

我州着力新高考背景下教育干部领导力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