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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军民融合办

齐剑飞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吕 翔 贵州航天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张鹏飞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发动机总体事

业部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刘晓刚 贵州天义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接触器事业部党支部书

记、部长
游 鑫 （女） 贵州高峰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

长兼社会保险管理处处长、工会副主席

三、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
对象 （305名，含差额 5名）

贵阳市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街道金元社区党总支部
贵阳市农业农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街道观山社区党支部
息烽县养龙司镇堡子村党支部
贵州力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
贵阳市乌当区新光路街道新光社区生活桥小区党支部
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明珠助老社党支部
贵阳市花溪区清溪街道南溪苑社区党支部
清镇市红枫湖镇右二村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税务局机关党委
贵阳市南明区小碧布依族苗族乡甘庄村党支部
修文县久长街道清江村党支部
贵阳市乌当区东风镇云锦尚城社区党支部
开阳县高寨苗族布依族乡久场村党支部
贵阳市第二实验中学第三党支部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装备制造分院党总支部
贵安新区湖潮苗族布依族乡车田村党支部
清镇市站街镇枫渔社区党支部
贵阳市花溪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子午胎综合第三党支部
开阳县禾丰布依族苗族乡田冲村党支部
贵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第一党支部
修文县龙场街道龙潭社区党支部
息烽县永阳街道希望党支部
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石龙村党支部
贵阳市第一中学综合科第一党支部
贵阳市纪委市监委机关第一党支部
贵阳护理职业学院党委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贵阳市白云区泉湖街道蓝天社区党支部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六党支部

遵义市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党委
遵义市红花岗区迎红街道兰家堡社区党总支部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蒲街道红星社区党支部
仁怀市中枢街道茅台路社区党总支部
遵义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
遵义市委组织部机关第一党支部
湄潭县西河镇党委
正安县桴焉镇桃子坪村党总支部
赤水市长期镇党委
桐梓县燎原镇卫生院党支部
遵义市汇川区松林镇党委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系党总支部
余庆县大乌江镇党委
绥阳县郑场镇党委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玉溪镇党委
遵义市汇川区委组织部党支部
遵义市播州区三岔镇党委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都濡街道东昇社区党支部
遵义市红花岗区精神病专科医院党支部
绥阳县风华镇虹桥社区党总支部
仁怀市第一中学党总支部
遵义市播州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支部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三江镇三江社区党总支部
习水县东皇街道岷山路社区党支部
湄潭县湄江街道东南居党总支部
凤冈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
习水县桃林镇天隆村党支部
遵义市大刚交通运输 （集团） 有限公司党支部
遵义市播州区乌江镇坪塘村党总支部
正安县新州镇龙源村党总支部
遵义市中心血站党总支部
遵义市汇川区高坪街道学堂堡社区党支部
赤水市天台镇天苑社区党支部

六盘水市

六盘水市人民医院党委
盘州市普古彝族苗族乡舍烹村党支部
六盘水市水城区营盘苗族彝族白族乡党委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牛场乡牛场村党支部
盘州市公安局禁毒党支部
六盘水市钟山区木果镇岩脚村党支部
六盘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支部
六盘水市第二中学党委
盘州市盘关镇党委
六盘水市委组织部机关第一党支部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塔山街道聚福新苑社区党支部
贵州黔羊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
六盘水市委办公室第一党支部
贵州初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
贵州省三特药业 （集团） 有限公司党支部
六盘水市水城区猴场乡猴场村党委
六盘水市公安局钟山分局情报信息大队党支部
六盘水市水城区委组织部机关第一党支部
六盘水市水城区石龙街道石龙村党支部
六盘水市政府办公室第一党支部
六盘水市第二实验小学党支部
六盘水市农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安顺市

安顺市西秀区新安街道办事处彩虹社区党支部
安顺建材家居家电商会党支部
安顺长寿新欣药业公司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平坝区税务局综合第二党支部
普定县定南街道陇黑村党支部
普定县第四小学党支部
贵州汇景纸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镇宁自治县六马镇纳建村党支部
镇宁自治县募役镇桐上村党支部
关岭自治县顶云街道石板井村党总支部
关岭自治县断桥镇党委
紫云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支部
紫云自治县猴场镇打啷村党支部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星光社区服务中心党委
安顺市黄果树旅游区龙宫镇木厦河村党支部
安顺市总工会党支部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党支部
安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部
安顺市西客站枢纽运营有限公司党支部
安顺市第一幼儿园党支部
关岭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机关党支部
安顺市西秀区黄腊乡党委

毕节市

毕节市七星关区青场镇党委
国家税务总局大方县税务局第三党支部
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党支部
织金县牛场镇党委
纳雍县厍东关彝族白族苗族乡陶营村党总支部
威宁自治县龙场镇党委
赫章县双坪彝族苗族乡河泉社区党支部
百里杜鹃管理区鹏程街道大水社区党支部
毕节金海湖新区城乡建设管理局党支部
毕节市委办公室第一党支部
毕节市实验学校党总支部
贵州九洞天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
毕节市七星关区生机镇高流村党总支部
大方县三元彝族苗族白族乡党委
黔西市绿化白族彝族乡党委
金沙县委组织部党支部
织金县人民法院机关党委
纳雍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威宁自治县迤那镇中海村党支部
赫章县平山镇党委
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旅游局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党支
部
毕节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党支部
毕节市七星关区麻园街道双树社区党支部
黔西第一中学党总支部
织金县马场镇马家屯社区党支部
纳雍县骔岭镇祠堂边社区党支部
威宁自治县生态移民局党支部
赫章县松林坡白族彝族苗族乡钱家寨社区党支部
毕节市生态移民局党支部
毕节梁才学校党总支部
织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党委
威宁自治县水务局机关第一党支部
赫章县水塘堡彝族苗族乡初级中学党支部

铜仁市

铜仁市碧江区滑石侗族苗族土家族乡党委

铜仁市万山区谢桥街道冲广坪社区党支部
松桃苗族自治县普觉镇党委
玉屏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第二党支部
江口县人民医院党委
石阡县大沙坝乡任家寨村党支部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组织部党支部
思南县双塘街道丽景社区党委
德江县平原镇坳田村党支部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纪委县监委机关党委
铜仁高新区非公组织培育工作党支部
玉屏侗族自治县大龙街道德龙新区党总支部
铜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支部
贵州省梵净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贵州健康职业学院党委
铜仁市实验幼儿园党支部
铜仁市万山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支部
松桃苗族自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支部
铜仁市人民医院党委
石阡县汤山街道平阳社区党支部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缠溪镇党委
思南县塘头镇党委
德江县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松桃苗族自治县委组织部机关党支部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淇滩镇檬子村党支部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大坪村党支部

黔东南州

麻江县龙山镇复兴村党支部
岑巩县民政局党支部
雷山县丹江镇脚猛村党支部
三穗县武笔街道彩虹社区党总支部
凯里市碧波镇党委
丹寨县小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镇远县尚寨土家族乡党委
黎平县德化乡党委
剑河县岑松镇巫亮村党支部
黔东南州扶贫办党支部
贵州中建伟业建设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机关党支部
丹寨县龙泉镇党委
黄平县旧州镇岑花村党支部
施秉县甘溪乡党委
天柱县石洞镇党委
从江县下江镇秋新村党支部
榕江县塔石瑶族水族乡党委
台江县施洞镇岗党略村党总支部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系第一党支部
榕江县委办公室党支部
台江县方召镇巫梭村党支部
雷山县委组织部党支部
凯里市三棵树镇格冲村党总支部
黎平县中潮镇佳所村党支部
黄平县扶贫办党支部
麻江县坝芒布依族乡水城村党支部
施秉县杨柳塘镇地坝村党支部
镇远县羊场镇金盆村党支部
岑巩县人民医院党委
国家税务总局黔东南州税务局机关党委
三穗县公安局第一党支部
剑河县南寨镇九寨村党支部

黔南州

黔南州委办公室第一党支部
平塘县塘边镇塘缘社区党支部
黔南州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
瓮安县岚关乡茶海村党总支部
三都水族自治县九阡镇月亮山村党总支部
龙里县冠山街道奋进社区党支部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贵州恒力源实业集团党支部
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党委
龙里县醒狮镇党委
独山县人社局机关党支部
黔南州交通运输局机关党委
罗甸县凤亭乡交吾村党支部
黔南州委组织部第三党支部
瓮安县建中镇党委
黔南州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惠水县涟江街道幸福移民社区党支部
长顺县代化镇党委
平塘县金盆街道新兴社区党支部
荔波县佳荣镇党委
罗甸县斛兴街道学府家园思源社区党支部
荔波县小七孔镇新街村党支部
福泉市第六小学集团党总支部
都匀市小围寨街道马尾村党支部
贵定县金南街道鼓坪村党支部
黔南州中医医院肿瘤科党支部

长顺县摆所镇热水村党总支部
福泉市牛场镇朵郎坪村党支部

黔西南州

晴隆县三宝彝族乡党委
望谟县乐旺镇坡头村党支部
兴义市则戎镇冷洞村党支部
贞丰县鲁容乡党委
兴仁市薏品田园街道安和社区党支部
兴义市桔山街道峡谷社区党总支部
安龙县栖凤街道第一小学党支部
册亨县巧马镇党委
国家税务总局黔西南州税务局机关党委
黔西南州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开发 （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
兴义市人民医院党委
普安县江西坡镇高潮村党总支部
黔西南州义龙新区雨樟镇青底村党总支部
黔西南州崇文中学党支部
黔西南州委宣传部机关党支部
晴隆县中营镇党委
贞丰县龙场镇龙场社区党支部
册亨县冗渡镇坛坪村党支部
安龙县春潭街道双龙党总支部
普安县卫生健康局党支部
晴隆县鸡场镇田坝村党支部
望谟县生态移民局党支部
安龙县笃山镇坡老村党支部
册亨县秧坝镇福尧村党支部

省直机关工委

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会址消防救援站党支部
省委办公厅督查工作党支部
省公安厅国保总队第二党支部
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党委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中心党总支部
省纪委省监委办公厅秘书处和综合督查处党支部
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免联络委员会党支部
省委组织部机关第八党支部
省委宣传部机关第二党支部
省直属机关工委第四党支部
省委政法委机关第二党支部
省公路局大方公路管理段党支部
省法院办公室党支部
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党支部
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省政协机关第三党支部
省委政研室机关第二党支部

省委教育工委

贵州大学农学院党委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 （贵阳大数据金融学
院） 党委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感科与感染科联合党支部
贵州师范学院地理与资源学院党总支部
贵州开放大学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 宣传统战部党支部
贵州商学院直属第七党支部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群党总支第一党支部

省国资委党委

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贵阳机场股份公司运行指挥中心党支部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生态与环境工程
院党总支部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党支部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贵阳局高坡换流
站党支部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四分院党支部
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矿业公司党委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卷烟厂党委
贵州酒店集团有限公司遵义分公司党支部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普定发电公司生产党支部
多彩贵州文化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党支部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部第一党支部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乌江渡发电厂党委
中国电信贵州公司人力资源部党支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盘州支公司党支部
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党委
贵阳玉贝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贵盐集团金沙公司党支部

省委军民融合办

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党委
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党委
贵州航天风华精密设备有限公司207车间党支部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机加分厂党总支部

这个端午节假期，各地文化和旅游系统落实“限量、
预约、错峰”要求，严格执行预约游览、规范佩戴口罩、
体温测量等措施，加强通风消毒管理，科学精准做好疫情
防控。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推出亲子 DIY包粽子、免费系五彩
绳等活动，开放星光夜场，在阴雨天气下仍然吸引众多游
客“打卡”。据公园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多个假期接待
游客量较 2019 年同期均有所增长，实行游客实名制购票
预约入园，并对当天入园游客及馆内游客密度进行实时监
控及限流管控。

福州古厝保护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三坊七巷街区负责人
介绍，景区推行线上预约机制，游客可通过“福州古厝”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线上预约或电话预约，方便游客提
前安排行程。

据艾媒咨询日前发布的 《2021 中国景区门票预约服
务专题研究报告》，随着疫情后“限流、预约、错峰”等
措施的开展，作为主要参考指标之一的门票线上化率已提
升至22.4%。

超八成受访者表示知晓“景区门票预约”这一概念，
并有七成以上受访者对景区门票预约制的推行持乐观态
度。针对景区门票预约服务水平，有 45.2%受访者体验到

“提前限流，不需要排队”，有 42.1%受访者认为可以“提
前了解确定行程”，有 41.9%认为能够“提前知晓景区信
息”。由此可见，预约旅游不仅是有效的防疫手段，也方
便游客更合理规划行程。

更早探索预约旅游的景区，则更早尝到了“科技加
持”的甜头。故宫博物院保卫处票务科科长邓宇介绍，在
2015 年故宫全面实行预约旅游，游客总量非但没有下
降，平均每年还有 10%至 15%的客流增长。预约制有效起
到了“削峰填谷”作用，防止客流短时聚集，改善了游客
的游玩体验。

业界也日益认同预约旅游是景区精细化运营的重要途
径。美团门票度假事业部总经理刘燕翔指出：“今年‘五一’
期间，美团游客留下的评价数据同比增长超过55%。这些评
价对景区的运营提升非常有帮助，让我们知道哪些做得好
的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需要改善。”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总经理李绍君对预约旅游带给景区
数字化转型的助力感受颇深：“景区淡旺季非常不平衡，
旺季很旺，淡季却‘吃不饱’，实行预约旅游后，景区可
以动态掌握园内游客的变化趋势，提升游客游玩体验的同
时，对景区内服务资源的调度也更加合理了。”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科

技创新规划》提出，推进预约、错峰、限量常态化技术研
究，研发自主预约、智能游览、线上互动、资讯共享、安
全防控等一体化服务和用户智能管理的综合平台，开展基
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旅游“智慧大脑”应用示范。

专家分析，当前国内旅游者消费升级意识明显，不断
推动旅游市场持续高质量发展。如何让预约旅游更好服务
百姓、激发市场主体能动性，相关工作还需要不断积极探
索完善。

文化和旅游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信宏业认为，分时预约
是避免景区人满为患、实现精准化管理的有效手段。但在
落地执行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游客感受和现实因素，不能
一刀切，更不能把分时预约变成“横”在景区和游客之间
一道新的“鸿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
院长厉新建建议，景区、互联网平台携手提供服务，要充
分考虑预约旅游后的全流程管理，比如预约入口的便利性
和信息的准确性等。

“我国已经进入小众、高端、长距离、精细化的旅游
需求阶段，未来的预约旅游，将探索符合精细化旅游服务
的预约旅游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戴学锋说。

（新华社北京 6月 14日电）

“预约旅游”渐成“新风尚”

端午假期，游客在重庆市北碚区偏岩古镇纳凉游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