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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23日，在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平塘县
大塘镇益童乐园组织小朋友们与字节跳动公益连线开展航
天主题直播活动，通过航天知识科普，让“天眼二代”进
一步了解航天，走进航天。

“火箭的构造有太空舱、舱库、还有……”
在直播现场，直播间的老师针对“火箭是怎么上天

的，空间站是什么，宇航员的衣食住行，怎样成为一名宇
航员?”等方面对益同乐园的小朋友们开展航天科普，并进
行航天绘画和火箭制作等互动，让他们更加了解航天，走
进航天。

益同乐园小朋友张远在直播中学习后表示：“一直以来
我都对宇航员这份职业都很感兴趣，通过这个直播学习到
了很多关于航天的知识，我感觉我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我知道了宇航员他们的衣食住行，知道了火箭是怎样
上天的，知道了火箭的构成，我觉得这些非常的神奇。”益
同乐园小朋友张云丽开心地说。

平塘是“中国天眼”所在地，大塘镇距离“中国天
眼”仅 20 多公里，因此这里的孩子被称为“天眼二代”，
他们身上充满着坚定不移、不畏艰辛、追求卓越的“天
眼”精神。通过此次直播详细地介绍和讲解，宇航员的敬
业精神再次激发了孩子们的积极性和奋斗心。

张云丽表示：“虽然宇航员他们在天上工作生活都非常
的困难，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梦想，
坚持不懈的去努力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加油！”

“我希望在自己的学习当中、生活当中做好每一件事
情，像航天员们一样向着自己的梦想出发。”益同乐园小朋

友罗婷说。
据悉，此次直播是由字节跳动公益主办的公益科普项

目 ——《青少年 100 问》 第二季“心怀好奇，可摘星辰”
的特别直播活动。直播与大塘镇益同乐园连线进行航天知
识科普，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航天，走进航天，激发想象
力与创造力。并通过抖音等网络平台直播的方式，让“天
眼”精神与航天知识走进更多青少年心中。

益同乐园老师李静说：“明天就是航天日了，我们的孩
子一直被称为“天眼二代”，我们想以这种直播的形式、互
动的形式，让孩子们对航天知识有更多地了解。今天，直
播间里咱们孩子的积极性比较高，之间还进行了提问和互
动，收获满满的。”

（本报平塘记者站 刘兴月 王显福 摄影报道）

航天主题直播航天主题直播

筑建筑建““天眼二代天眼二代””航天梦航天梦 本报讯 4月 19日至 21日，州级河长巡查组深入都匀、贵
定、平塘和罗甸曹渡河黔南境内流域，通过实地巡查河道、听取
各级河长汇报、现场抽取水样检测等方式开展河长大巡河活
动。

巡查组一行首先来到曹渡河上游都匀市毛尖镇翁岗河段
和平浪镇河段，实地察看河流水量水质、河道保护、河岸建设等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听取相关责任单位对曹渡河流域
水源保护、水质监测、污水处理等情况汇报。

巡查组到贵定县境内曹渡河上、中、下游开展巡河中，重点
察看都匀市和贵定县交汇处河道治理情况，进一步明确交叉流
域管理职责。

在平塘县掌布镇河湾电站、联合村河段，通州镇龙塘电站、
岜令电站、拉安电站河段，巡查组详细了解电站运行、河长制落
实、河流水质等情况。

在罗甸县茂井镇八里渡口，巡查组实地查看曹渡河罗甸段
对河道两岸人居生活垃圾治理、钓鱼棚管理等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落实情况，详细听取县、镇、村三级河长汇报。

巡查组指出，各级河长及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河长制要
求，加大河道日常巡查力度，坚决制止河道采砂和污染河岸河
域等行为，进一步加强河道监管和水源地保护。要坚守生态和
发展两条底线，加大宣传力度，创新监管方法，建立健全生态环
境治理制度，让群众实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态和经济
双赢目标。 （蒙仁彦 吴紫花）

州级巡查组开展河长大巡河活动

本报讯 今年以来，州市场监
管局全面贯彻中央、省委、州委农村
工作会议部署，执行落实全省农资
打假整治行动要求，坚持抓部署、抓
督查、抓执法“三管齐下”，严厉打击
制售假冒伪劣农资行为，全力护航
春耕生产。

抓部署、聚合力，下好“先手
棋”。强化组织领导，通过召开局党
组会等方式，传达学习中央、省委、
州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对农资市
场执法检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依
托全州“双打”工作开展，下发关于
做好2022年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的通
知，把加强对种子、化肥、农药等农
资产品监管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紧
扣全省农资打假整治行动部署，先
后印发了 2022 年农资打假整治行
动、农资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统

筹州、县（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开展
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护航
春耕生产。

抓督查、严落实，出好“组合
拳”。把农资打假专项整治同安全
生产、疫情防控、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等督查一体安排、一体部署、一体落
实，通过局领导分片督导的方式，压
紧压实各方责任。组织12个督导组
对全州12个县（市）农资打假开展情
况进行督查，州、县统一行动对全州
化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突击检查，
严打制售假劣农资违法犯罪行为，
共计检查化肥生产经营单位471家、
发现销售问题化肥经销商2家、查扣
涉嫌质量问题化肥135袋。

抓执法、强震慑，耕好“责任
田”。坚持问题导向、综合监管、从
严监管、多方共治原则，通过开展监
督检查、执法检查和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着力整治一批问题突出的重
点区域、清理一批违规生产销售的
产品、查办一批质量安全违法案件，
抓严抓实农资打假监管执法，持续
释放严打严管信号，最大限度保障
广大农民合法权益。今年以来，全
州市场监管系统共计出动执法人员
2161人（次），检查企业1401家（次），
立 案 11 件 、结 案 9 件 ，查 获 化 肥
337.83 吨、地膜 4 卷，货值 87.857 万
元，移交公安机关涉嫌犯罪案件 3
件。 （苟义远 吴紫花）

州市场监管局

“三管齐下”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
本报讯 近期，州市场监管局深入

开展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探索创新
“四位整治法”，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用药
安全。

提高站位，强化认识。严格落实
“四个最严”要求，出台《黔南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深入开展药品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实施方案》，把确保公众用药安全
作为根本，把解决影响药品安全的突出
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作为靶向，强化与公
安部门、卫健部门的联合执法，建立与
县（市）市场监管局联动体系，畅通群众
投诉举报渠道，通过三方协作，统筹资
源和力量，集中精力开展专项整治。

精准定位，明确目标。坚持深入开
展专项整治与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严厉
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与强化日常监管相
结合，聚焦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领域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深入都匀匀东
镇、归兰乡以及三都周覃镇、中和镇等
乡镇的卫生院、零售药店、诊所开展药
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无证经
营、非法购进、销售过期药品和医疗器
械等违法行为，通过靶向整治进一步规
范农村、城乡结合部的零售药店和医疗
机构经营行为。

立足本位，重拳出击。检查零售
药店《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进货发票、
出入库查验记录等相关材料，发现有
无证经营医疗器械、经营过期药品、
经营过期医疗器械、经营无合法来源
药品、药品入库和出库未执行检查制
度、未规范执行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
类管理制度等突出问题 6 个，针对发
现的违法行为要求立即责令整改，并

依法依规立案调查，督促市场经营主
体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药品、医疗器
械经营质量管理体系，全力保障全州
药品、医疗器械经营全过程持续依法
依规。

履职到位，优化市场。树立“教
育+处罚”的理念，加大宣传药品和
医疗器械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力度，在
发现问题后，督促卫生院、零售药
店、诊所学习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相关
的法律法规，提高市场经营主体的法
律意识。同时，加强对市场经营主体
违法行为的整治，运用行政处罚的手
段 严 厉 整 治 违
法 行 为 ， 净 化
全 州 药 械 经 营
市场。 （步知
思 吴紫花）

州市场监管局

“四举措”守牢药品安全底线

本报讯 4月22日，黔南医专联合州与都匀市计生协
会组成 12人的授课团队，到都匀第十六小学开展健康知
识进校园活动，为一、二年级的 500学生普及健康知识，
提升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深受在校师生们的欢迎。

活动中，授课老师通过问答形式与游戏互动方式，教
孩子们如何辨别垃圾食品、如何辨认毒蘑菇及误食毒蘑菇
后的紧急处理方法；讲授简而易懂的新冠疫情和日常防护
措施以及眼睛保护等有关健康知识。

课堂上，同学们都积极踊跃举手抢答和参加游戏，气
氛十分活跃，每间教室都充满了童真童趣，欢乐一片。

图为授课场景。
（姜小艳 本报记者 曾宪华 摄影报道）

都匀市：健康知识进校园 情暖童心小手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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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避免核酸采样过程中存在因人群聚集导致的交
叉感染风险，结合核酸采样点设置要求，4月 22日，福泉市中医
医院“一站式”院外核酸采样点正式启用。

该院院外核酸采样点为市民提供挂号、缴费、登记、采样等
“一站式”服务，市民可以实现不进入院区即可完成核酸检测。
“一站式”便民服务真正做到“少跑腿、少接触、严防控”，让群众
少跑路，以实际行动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据了解，采样点分区设置*号码、黄码采样点和绿码采样
点，规范设置采样通道，避免交叉感染。采样处医务人员指导等
候人员提前录入信息，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同时，进一步简化检
测流程，采取挂号、收费、采样一站式服务，减少逗留时间，提
高采样效率。 （喻勤 摄影报道）

福泉市中医院

“一站式”便民核酸采样点启用

本报讯 4月 15日，贵定县检察院、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
水务局、县住建局以及供水、供热、电力、通信等窨井盖产权单位
参加公益诉讼诉前磋商圆桌会，集思广益推进县内窨井盖安全
源头治理。

会上，办案检察官首先介绍了县域内窨井盖缺损存在安全
隐患情况，指出窨井盖管理中由于权属复杂、多头管理产生责任
不明，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分析行政机关和产权单位在窨井盖
管理工作中履职不到位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随后各行政机关
和产权单位围绕如何厘清窨井盖产权交叉中的主体责任、制定
整改措施、建立应急处理机制等问题积极主动建言献策。最后
确定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就会议内容拟定行动方案，各方依照
方案认领责任实施。

据悉，这是贵定县检察院在向市政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对行政机关整改过程中进行回访，深入了解情况后召开的首次
公益诉讼诉前磋商会议。 （罗滕彪 吴紫花）

贵定县多部门磋商
推动窨井盖安全源头治理

护士为市民进行核酸采样护士为市民进行核酸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