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清联络线道路

工程全线完工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贵阳市

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了解

到， 金清联络线道路工程已于 8

月 31 号全线完工并达到通车条

件，将择期正式通车。

金清联络线道路工程分为

一、 二两个标段， 东起北京西路

口，西连金清路，全长 5500 米，宽

40 米， 共设置菱形立交桥 2 座、

跨线 Y 形立交桥 1 座、700 米长

隧道 1 座。

据了解， 该项目于 2012 年

11 月开工建设，根据征收交地情

况， 北京西路至西南商贸城段于

2014 年 12 月实现通车；2017 年

12 月，西南商贸城至金清路段除

隧道基本完成外， 剩余路段于完

成征收后立即开始施工， 到今年

6 月，主体工程完成。

金清联络线道路规划为城市

I 级主干道， 设计时速 60 公里 /

小时，西连清镇，东接贵阳市区。

该工程的建成， 不仅便利了两地

往来， 更对带动吉利整车产业化

项目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本报记者 金毛毛）

我市 2018年教师

招考笔试成绩公布

考生 9 月 11 日可申请查分

本报讯 9 月 6 日， 市教育

局公布了贵阳市 2018 年统一公

开招聘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笔试

成绩， 考生可自行登录贵阳人事

考 试 网（http://gyrsks.gygov.

gov.cn/）进行查询。

对本人笔试成绩有疑义的考

生可申请查分， 受理查分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二）10：

00－16：00，受理查分地点为贵阳

市教育局人事处（贵阳市市级行

政中心二期 A 区 201 室）， 请考

生本人携带身份证和笔试准考证

进行登记， 逾期不再受理查分

（注： 查分只查本人笔试卷面合

分是否正确，不重新阅评试卷）。

资格复审及招聘相关后续

事宜，请考生密切关注所报考市

直属及各区（市、县）指定官方

网站。

（本报记者 罗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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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施更加完善、 违停车

辆大幅减少、交通不断优化、创新

开展“校门前移” 工作……经过

一段时间的治理， 不少花果园住

户都感受到了交通环境的良好变

化。 家住花果园 U 区的住户王女

士说：“原来道路两侧乱停的车

没有了，家门口的路通畅多了” 。

为了巩固提升花果园片区民

生保障综合治理成果，确保花果园

片区民生问题持续改善，并逐步形

成长效机制，根据《花果园片区六

大民生提升行动工作方案》 总体

要求，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南明分局

紧密切合花果园交通管理工作实

际情况，综合分析研判，有针对性

地开展了交通治理各项工作。

从花果园 U 区附近起始的

遵义中路， 是花果园片区前往后

坝、观山湖区方向的重要通道，周

边分布有多所学校，早、晚高峰交

通压力较大。 9 月 6 日，记者在现

场看到， 遵义中路上完善了隔离

护栏， 附近十字路口的人行天桥

已投入使用， 原来道路两侧的违

停车辆不见了踪影。

提及交通环境的变化， 遵义

中路附近的住户王女士充满了欣

喜。 “我刚刚入住时，违停车辆还

能紧靠道路一侧停放， 但是随着

入住的人越来越多， 违停车变成

了斜着停在路边， 加上占道经营

的商贩，被占据的道路越来越多，

对正常通行的影响越来越大。” 王

女士说，通过治理，周边环境得到

很大改善， 道路通行能力也得到

有效提升。

除加强治理交通违法行为、

进一步完善交通设施外， 南明交

管分局结合早、 晚高峰期车流量

大、人流密集的实际情况，安排警

力在高峰时段分别对国际中心 1

号路口、国际中心 3 号路口、购物

中心路口等 8 个交通压力较大的

路口进行交通疏导，并通过“校门

前移” 工作，缩减学校路段高峰时

间，最大限度地改善交通组织，确

保道路交通秩序。

“我们这些在花果园工作、居

住的人也应该主动参与进来，才能

保证治理的效果不反弹。 ” 居住在

世纪城，工作在花果园的市民许先

生说，早、晚高峰期，从中环路下延

安南路匝道前往购物中心，都能看

到维护交通秩序的交警，行人横穿

马路的情况也大幅减少。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从每日处罚违停的数据

来看， 处罚数量已经呈现出明显

下降趋势。 交警部门将继续努力

提升花果园区域道路通行能力，

确保花果园片区民生问题持续改

善，并逐步形成长效机制，提升市

民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本报记者 代晓龙

疏导＋处罚，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花果园片区持续推进交通治理工作

本报讯 9 月 6 日， 贵州

省消防总队联合文化、 文物、

宗教等部门组成 106 个检查

组，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博物馆

和文物古建筑火灾隐患排查

整治行动。

当天， 全省各个检查组检

查博物馆、 文物古建筑 225 家

次，督促整改隐患 272 处，下发

督办通知 12 份，督促安装智慧

用电系统 27 套，约谈单位负责

人、管理人员 232 人次。

在贵阳市， 检查组对贵

州省博物馆、 甲秀楼等进行

消防安全检查。 检查发现，

省博物馆消防设施未保持完

整好用、疏散通道被堵塞、消

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持证上

岗等问题。 对此， 检查组进

行了现场督办， 责成贵阳市

消 防支 队依 法 进 行 督 促 整

改， 要求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落实主体责任， 督促省博物

馆尽快整改存在问题， 加强

和规范消防安全管理， 提升

员工消防安全能力水平 ，严

防火灾事故发生。

（本报记者 衣琼 文 / 图）

全省排查整治博物馆和文物古建筑火灾隐患

图为贵阳市翠微园保安人员向检查组进行小火处置演练展示。

本报讯 今年 9 月是我国第

41 个“质量月” 。 9 月 6 日，2018

年贵阳市“质量月” 活动启动仪

式暨质量管理专题讲座在白云区

举行。

此次活动由市深化质量强市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主办，白云区政府承办。

各区（市、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及

部分企业参加。

据介绍，今年的“质量月” 活

动，我市以“加强市场监管 建设

质量强市” 为主题， 将在质量主

题宣传、加强监管执法力度、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 夯实质量技术基

础及加大消费维权力度等五方面

重点开展活动。 围绕活动主题，全

市 22 家部门将开展 40 余项活

动，贵阳各区（市、县）将开展质

量知识进社区、进商场、进旅游景

点、进工业园区、进乡镇、进企业

及进校园等主题宣传活动。

截至目前，贵阳市建成国家级

检测中心 7 个，国家级、省级重点

实验室 52 个，国家级、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 114 个，国家级、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98 个， 拥有省长质

量奖 3 个、中国驰名商标 25 个、贵

州省名牌 228 个、“三品一标” 产

品认证 557 个，培育国家级知名品

牌示范区 3 个、省级示范区 5 个。

（本报记者 白雪）

加强市场监管 建设质量强市

贵阳市启动

2018 年“质量月” 活动

集装箱

信息

本报讯 近日， 我市印发

《关于调整全市居民委员会“两

委” 成员补贴的实施方案》，大

幅提高居民委员会“两委” ———

支部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成员

补贴标准。

《方案》明确,居委会书记、

主任“一肩挑” 的，每人每月调

整为 4500 元；主任（书记）每人

每月调整为 4200 元；副主任（副

书记）每人每月调整为 3500 元；

委员每人每月调整为 3100 元。

《方案》明确，主要向居民委

员会“两委” 成员发放补贴。“两

委” 成员须为经换届选举产生或

经上级党组织任命的支部成员。

不含由各区（市、县）选派的行政

机关、 企事业单位带薪到居民委

员会“两委” 工作的人员。

本次调整，以“基础补贴 +

绩效补贴” 的发放方式实行。 参

照贵阳市事业单位绩效考核的

相关规定， 将居民委员会 “两

委” 成员每月补贴的 70%作为基

础补贴按月发放。 每月补贴的

30%作为绩效补贴， 根据每季度

考核结果按季度发放。

《方案》要求各区（市、县）

结合实际，建立居民委员会“两

委” 成员工作任务清单，实行量

化考核， 对考核评定为 “不合

格” 或出现重大工作失误的居民

委员会“两委” 成员，扣发当季

全部绩效补贴。 被区（市、县）级

检查通报批评的，扣发当季绩效

补贴的 30%；被市级检查通报批

评的， 扣发当季绩效补贴的

50%； 被省级以上检查通报批评

的，扣发当季全部绩效补贴。

（本报记者 易颖）

我市提高居委会“两委” 成员补贴标准

以“基础补贴 + 绩效补贴” 方式发放

酒博会期间———

三条公交专线

免费接送市民

本报讯 9 月 6 日来自贵阳

公交集团消息，9 月 9 日至 9 月

12 日在为期 4 天的“第八届中国

（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 期间，

公交集团将开通 3 条专线免费接

送市民。

专线一： 起点为黔灵山公园

（天怡豪生对面）， 行经北京西

路、 长岭南路， 至国际会展中心

（北）； 专线二： 起点为大营坡

（70 路大营坡站），行经观山路、

长 岭 北 路 ， 至 国 际 会 展 中 心

（北）； 专线三： 起点为博物馆

（银海元隆）， 行经黔灵山路、长

岭北路，至国际会展中心（北）。 3

条专线运营时间为 8:30－18:

00， 开幕式当天运营时间为 12:

00－18:00； 发车间隔为 20 分钟

一班。

同时，酒博会期间，贵阳公交

集团将密切关注途经贵阳国际会

议展览中心的 16 条常规公交线

路，按照“人多车密、人少车稀”

的原则，适时调整车辆配置和发车

间隔，满足市民参会的出行需求。

（本报记者 张薇）

9 月 6 日记者从南航贵州

公司了解到，9 月 4 日以来，受

超强台风“飞燕” 持续影响，日

本大阪关西机场关闭， 暂无开

放时间。 对此，南航贵州公司决

定取消 9 月 5 日至 10 日所有

贵阳和大阪之间的往返航班。

截至 9 月 6 日上午， 南航

贵州公司已为百余名贵阳至大

阪的旅客退票及改签， 同时将

大阪至贵阳的航班改为由东京

起飞，再经广州或哈尔滨、杭州

等地返回贵阳， 帮助滞留的旅

客尽快返回。 （白雪）

“能遇上肖老师，真是太幸

运了。 ” 日前，贵阳市第三十四

中学每年一度的中考经验总结

交流会上，不少学生和家长都真

诚地对“教学中有方法，教育学

生有爱心” 的肖逢春表示感谢。

从教 36 年来，肖逢春一路从

一名普通的物理教师成长为省级

骨干教师、全市首批名教师，成为

学校教科研工作带头人。

“改变课堂” 是肖逢春的教

学理念。 36 年来， 他钻研教材、

探索教法、了解学生、研究学生，

尊重学生差异，让每一位学生都

有获得感。

贵阳三十四中原来是一所

薄弱学校，2014 年， 肖逢春从花

溪区第二实验学校调入该校担

任教科处主任。 为推进学校教学

改革，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他提

出“造峰填谷” 的教改思路，即

充分利用数据分析指导教学，通

过网上阅卷系统， 对学生考试、

作业情况进行数据分析，以问题

为导向， 调整课堂教学内容，并

以学校理综组入手建立示范点，

推动全校教学改革工作。

此后 4 年，学校教师业务水

平连年提高，连续 4 年获得花溪

区教学质量一等奖。 此外，在全

区甚至全市范围内，他所带班级

的平均成绩和物理成绩也均居

前茅。

在肖逢春的参与、 主导下，

学校教科研工作也上了一个台

阶。 目前，共有学校课题 4 个，区

级课题 2 个， 市级课题 2 个，国

家级课题 5 个。 他作为主要成员

参与的学校项目《初中学生生涯

能力培养课程实践探索》，2017

年 4 月入选教育部“西部教学改

革支持计划” 贵州省重点项目，

2018 年 4 月荣获贵州省第四届

中小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成绩的背后，是他对教育的

一片热忱。 为了充分激发学生学

习积极性，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肖逢春总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

学生的自尊和自信。 比如，他和

学习状态不太好的学生有这样

一个“秘密约定” ———在课堂提

问时， 学生如果会就举右手，如

果不会就举左手。

看到学生举右手，肖逢春就

给学生发言展示的机会，如果举

的是左手，他就会说“下课你到

我办公室来， 我为你重新讲一

遍。 ”

作为一名老教师， 能不能

“传、帮、带” 也是对教师师德的

一个考验。 对此，肖逢春交出了

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三十四中的理综组成员中，

年轻教师占五分之三。 为了带好

这批年轻人，帮助他们迅速成长

起来，肖逢春主动承担了 6 名青

年教师的“师带徒” 任务。 短短

3 年中， 他所指导的曹刚、 郝艳

萍、欧婷婷、袁子云 4 位年轻教

师分别成为学校教学骨干、区教

学骨干，其中两人成长为学校中

层干部，为学校培养了一批教学

骨干， 提升了学校的竞争实力。

此外， 他还是贵州省 “国培计

划” 物理学科指导教师，并荣获

优秀辅导教师称号。

2013 年，肖逢春被评为贵阳

市首批名教师，成为“肖逢春名

教师工作室” 的领衔人。 他用网

络沙龙的形式开展教学教研，设

置工作室 QQ 群，通过平台分享

教案、 教学素材、 实验录像、课

件、讲座稿、心得反思、评课稿、

案例分析、试题等，帮助工作室

每一个成员成长。 几年下来，工

作室成员中， 有两人成为区、市

级骨干教师， 一人成为市管专

家，一人还参加过贵阳中考物理

学科命题工作。

此外，他还主动热心帮助息

烽县、开阳五中、花溪四中、花溪

第一实验学校、花溪第四实验学

校等学校开展教研活动，为这些

学校的教师进行培训和指导。

工作中，他从不计较个人得

失。 早些年，因学校缺乏计算机

教师， 学校领导说：“物理老师

综合能力强，兼计算机老师相对

合适些，你试着干吧。 ” 于是，肖

逢春上着两个班的物理课，还兼

任三个班的计算机老师。 “信息

技术对物理教学有帮助，边教边

学对我是个提升的机会。 ” 经过

刻苦钻研，他并逐渐成为学校信

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的带头人。

这，就是肖逢春作为一名人

民教师的真实写照。

本报记者 罗海兰

9 月 6 日来自贵州省高管

局消息， 贵州省启动老旧独立

加油站升级改造行动， 将对主

要分布在兰海高速、 沪昆高速

上的 62 处独立加油站进行改

造， 切实解决这些加油站厕位

不足、场地不够、品质不高、管

理薄弱等问题。

改造行动中， 将融入民族

风俗、地方特色、现代元素等，

强化购物、住宿、休闲游乐、汽

车露营等基础设施， 以及污水

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建设，加

快推动原建独立加油站向具有

综合服务功能的服务区、 停车

区转变。

今年重点启动龙宫、 榕江

等独立加油站改造，2019 年基

本消除高速公路独立加油站不

达标现象。 2020 年实现独立加

油站改造率达 100%，服务管理

及基础设施建设 100%达到服

务区、停车区标准。

（赵子明 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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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生有着“秘密约定” 的名师

———记 2018 年度贵阳市教书育人楷模肖逢春

本报讯 今年 5 至 8 月，市

食药监局对全市生产和使用特

殊药品的 22 家药品生产企业进

行专项检查，进一步加强特殊药

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等） 的管理，有

效遏制特殊药品的流失和滥用。

市食药监局重点对特殊药品

供货和购货单位资质，特殊药品的

购进、验收、储存和使用环节的制

度建立和执行情况，检查人员对特

殊药品购进、储存、领用、投料、取

样、 留样等暴露工序全过程的监

控、报警等安全管理进行检查。

检查发现， 各企

业基本都能按 GMP

要求对特殊药品原料

供应商进行审计，建

立供应商档案，能提供购进的票据

凭证；企业按照药典标准、国家标

准对特殊药品和生产的含特殊药

品复方制剂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均

符合要求；特殊药品的购进、使用

和库存数量基本相符，特殊药品及

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的生产数量

与企业使用和销售的数量以及生

产过程中的物料平衡基本符合要

求； 现场未发现企业违规生产、非

正常使用特殊药品的行为；企业均

能及时在管理平台上录入特殊药

品购买、使用相关信息。

（本报记者 吴伟剑）

贵阳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贵阳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电话 12331

市食药监局

专项检查 22 家药企

有效监管特殊药品使用和生产

遗失贵阳昌

南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在贵阳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瑞

南支行的开户许

可证， 核准号为：

J7010001631703，

特此声明作废。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贵 阳 昌 南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2018 年 9 月 6 日

遗失贵州合联

惠与粮油有限公司

在贵阳农村商业银

行甘荫塘支行的开

户许可证， 核准号

为 ：J7010020681701，

特此声明作废。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贵 州 合 联 惠 与

粮 油 有 限 公 司

2018 年 9 月 6 日

贵州浦江机电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不慎遗失贵阳市商

业银行小河支行开

户许可证， 核准号

为 ：J7010005593401，

特此声明作废。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贵州浦江机电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9 月 5 日

遗失贵州骑

虎广告有限公司在

中国农业银行紫林

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 ， 核准 号 为 ：

J7010001099701，

特此声明作废。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贵 州 骑 虎 广

告 有 限 公 司

2018年 9 月 7 日

遗失贵阳市南

明区河滨社区服务

中心在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贵

阳贵溪支行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为：

Z7010000751601，

特此声明作废。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贵阳市南明区河

滨社区服务中心

2018 年 9 月 6 日

遗失贵州省兴德汇

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贵阳浦江

分理处的开户许可

证 ， 银 行 账 号 ：

5205015040360000006

8， 核 准 号 为 ：

J7010025698001，特此

声明作废。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贵州省兴德汇商务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6 日

受台风影响

南航取消贵阳至大阪往返航班

我省将升级改造 62 处

高速公路老旧独立加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