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冬季临近， 高铁

防断工作面临严峻的考验。 近

日，为卡控断轨风险，形成全员

防断的高压态势， 贵阳高铁工

务段积极采取措施， 全力做好

管内贵广铁路和沪昆高铁线路

设备冬季防断工作。

根据贵州地区的天气特点

和各条高铁线路开通以来的防

冻经验， 贵阳高铁工务段在国

庆节后就对今年冬季防断工作

进行集中研讨， 形成了防断工

作共识。 同时，组织生产指挥中

心提前制定针对性较强的高铁

防断应急预案， 组织设备材料

科和综合车间做好应急准备，

并积极开展防断工作培训和应

急演练。

在此基础上， 贵阳高铁工

务段还组织各线路车间对高铁

钢轨和道岔进行 “地毯式” 巡

查，并将巡查结果登记造册，及

时进行分析处理；对所有钢轨、

道岔以及焊缝进行全覆盖扣件

复拧； 组织各探伤工区对管内

所有高铁钢轨和道岔进行加密

探伤， 对病害处所及时整治和

修复， 以消除冬季低温带来的

安全隐患。

（郑珍蓉 本报记者 彭刚刚）

贵阳高铁工务段积极做好

冬季“高铁防断”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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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 市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贵阳市“百校攻坚” 行动

推进情况的视察报告，《报告》认

为，我市实施“百校攻坚” 行动计

划以来，按计划稳步推进，但目前

仍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 仍需要

全市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 积极

推动。 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存在的

问题提出 4 条意见建议。

今年 7 月， 贵阳市审议通过

《贵阳市 “百校攻坚” 行动方

案》。 《方案》明确，到 2020 年，

贵阳市拟新建、 提升改造 163 所

学校，其中幼儿园 63 所、小学 61

所、初中 26 所、普通高中 12 所、

中职学校 1 所。 9 月，市人大常委

会对全市“百校攻坚” 行动推进

情况开展视察， 形成的视察报告

在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上审议通过。

报告认为， 在推进 “百校攻

坚” 行动中，全市各级各部门做

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目前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

和问题， 包括统筹策划力度有待

强化、项目建设总体进度缓慢、建

设规划布局还需优化、 建设资金

缺口比较大。这些问题不容忽视，

必须加以重视、克服和改进。

“百校攻坚” 行动是贵阳市

深入推进“教育立市” 战略，满足

人民群众对教育发展的新期盼，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具体工作。

报告认为，要打好这场攻坚战，贵

阳 市 还 需 从 四个 方 面 持 续 发

力———

要强化组织领导， 加大统筹

协调力度，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

落实责任主体， 形成各部门协同

推进的工作机制， 加大对项目建

设的调度力度， 科学预测流动人

口及人口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化，

进一步优化教育设施布局， 并通

过公开招考、 引进招聘等方式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

要强化工作力度， 依法依规

推进项目建设， 针对项目推进中

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早研究、

早部署、 早对接， 教育部门抓落

实，其他部门作支持，同时确保工

程质量和安全，把“百校攻坚” 行

动项目建成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

验的精品工程；

要强化资金保障， 多渠道筹

措资金，一方面积极争取中央、省

的资金支持， 一方面通过市场化

运作，鼓励社会资金投入，保障资

金足额及时到位；

要强化督导力度， 完善项目

推进机制， 把项目建设推进工作

纳入政府年度目标任务进行管

理，建立定期督查督导通报制度，

严格督查督导。

（本报记者 钱丽）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报告建议———

“百校攻坚”需从“四个强化”发力

■强化组织领导 ■强化工作力度 ■强化资金保障 ■强化督导力度

本报讯 第三季度， 贵阳公

路管理局在所管养的大中修工程

中，约 5 公里的 G210 中修工程已

完成；多条大修工程的招标已经完

成，施工单位已进场施工。 这是 11

月 4日来自公路管理局的消息。

据悉， 第三季度的大修工程

包括 S211 线 （站毕线） 部分路

段、G354 线（铜修线）部分路段、

S310（羊白线）部分路段等。 同

时， 为了全面提升养护质量和公

路通行能力， 贵阳公路管理局还

进行了公路的小修保养工程，结

合汛期养护特点， 在加大公路巡

查基础上，清理边沟、涵洞，完善

节排水设施、修补路面病害等，共

计完成清扫路面 400 多万平方

米，清理边沟 300 多千米，修补沥

青混凝土路面 3 万多平方米、水

稳 3 千多平方米， 修复波形护栏

204 米、水毁路肩墙 10 处，清理水

毁塌方 11 处，处治死危行道树百

余棵， 养护桥梁 103 座、 隧道 2

座。

同时，桥梁加固维修改造工

程项目也有序推进。 S211 线跳蹬

河桥 危 桥 改 造 工 程 已 完 成 约

87%，S104 高穴塘小桥加固改造

工程已完工，S106 线凹河桥维修

工程及护栏改造工程、G354 线洛

旺河大桥护栏改造工程将于近

期完工。 G320 线花鱼洞隧道 、

G212 线长堰河中桥、G212 线下

半沟大桥、G212 线白岩脚大桥、

S101 线枇杷哨大桥 、G212 线箭

竹林支线桥、G212 线西家湾通道

小桥、S101 线冯三桥维修加固等

项目正组织开展勘察设计等相

关工作。

（本报记者 张薇）

本报讯 日前， 全省 2018 年

高速公路服务区现场观摩会在

花安高速青岩服务区举行。记者

从观摩会上获悉 ， 截至目前，

“多彩贵州、最美高速 ” 创建 3

年，久长、仁怀、铜仁等 8 对服务

区获评全国百佳示范服务区。

据悉 ，截至目前，全省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达 5953 公里 ，共

有服务区 114 对，其中已开通运

营 109 对。 经过 3 年多的创建，

按照 “一区一品牌、 一区一特

色” 的思路，打造具有贵州特色

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44 对， 由服

务区衍生的独创品牌 7 个，引进

地方入驻品牌 24 个， 包括台湾

风情的“茶香天福 ” 、书香果园

的 “古香福泉 ” 、 磅礴大气的

“现代铜仁 ” 、酒乡茅台的“美

酒仁怀” 等。 获评 3A 级旅游公

厕 2 对， 获评 3A 级旅游服务区

1 对。 获得全国百佳示范服务区

8 对，“全国优秀 ” 服务区 36

对。 获得“省级示范” 服务区 10

对、“省级优秀” 服务区 20 对。

据 高 管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从每年开展的群众满意度

测评工作可以看出， 我省高速

公路服务区满意度从过去不到

50%上升到 80%以上，有部分服

务区满意度达 95% 。 按照全省

高速公路路网加密规划 ， 我省

还将建设 4000 多公里高速公

路。 现有服务区布局规划无法

满足全省高速公路建设发展需

要 ， 亟需对现有服务区进行升

级改造，拓展充电桩 、物流 、旅

游等功能，提升现代化、智能化

服务水平。

据悉 ，未来 3 年，贵州将创

建“特色 + 综合体 ” 服务区 15

对以上、 智慧型服务区 5 对以

上，打造高速公路经营品牌 3 个

以上，已开通运营服务区四星级

标准覆盖率达 100%， 改造高速

公路服务区停车区 33 对、 独立

加油站 58 个， 完成卫生间改造

172 个，打造服务区示范卫生间

31 个、特色卫生间 12 个。 此外，

还将实施深化 “厕所革命 ” 行

动，到 2020 年，服务区、停车区、

独 立 加 油 站 卫 生 间 达 标 率 达

100%、 专业保洁团队配备率达

100%。

（本报记者 张薇）

贵州高速八对服务区获评全国百佳示范服务区

贵阳公路管理局：第三季度公路大中修工程顺利推进

本报讯 记者 11 月 4 日从

市气象局获悉，受冷空气影响，

贵阳本周降温又降雨 ，11 月 5

日至 7 日全市气温将持续下

降，最高气温降幅达 8～10℃，8

日天气好转， 气温回升，9 日至

11 日，气温再度下降。

具体预报为：5 日， 阴天有

小到中雨 ， 气温 10 ～16℃ ；6

日，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 8～

11℃；7 日， 阴天有小雨， 气温

6～10℃；8 日，晴间多云，气温

6～16℃；9 日，多云转阴天有小

到中雨， 气温 8～19℃；10 日，

阴天， 夜间有小雨， 气温 10～

15℃；11 日，阴天，夜间有小雨，

气温 11～15℃。

受冷空气持续影响 ， 本周

全省各地以阴雨天气为主 ，省

的西北部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

或小雪，北部地区局地有大雨。

周一至周三， 全省各地气温下

降，最高气温降温幅度可达 8～

12℃， 大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

8℃以下，西北部高海拔地区最

低气温降至 4℃以下； 周四，全

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回升；

周五至周日， 全省阴天有小到

中雨。

（本报记者 彭刚刚）

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在龙里开赛

11 月 3 日，以“一路黔行·龙之故里” 为主题的 2018 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龙里水乡杯” 在龙里县谷脚镇茶香自行车主题公

园举行。 赛事分为专业组山地越野赛、男女公开组山地越野赛、男子山地越野淘汰赛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700 余名专业及业余

山地自行车运动员参加。 据介绍，该项赛事是国内目前级别最高、参与度最广的山地自行车专项赛事，今年是连续第三年在龙里县举

办。 图为男子公开组山地越野赛鸣枪开赛。 龙毅 本报记者 许发顺 文 / 图

降温又降雨

贵阳本周最高气温

降幅达 8 至 10℃

■相关新闻

新华社 11 月 4 日电 （记者

汪军）记者从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了解到，今年以来贵州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黑恶势力犯罪 1279 人，

起诉 502 人，４ 名涉嫌充当 “保

护伞” 的公职人员被提起公诉。

据介绍， 贵州检察机关注重

依法办案， 确保法律监督精准，

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

的法律监督，严格把握法律政策

界限。 同时，对于重大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实行挂牌督办，今年以

来共挂牌督办 49 件。

挂牌督办的黑恶势力犯罪

案件包括， 遵义市冷林等人涉

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黔西南

州杨斌等人涉嫌黑社会性质组

织案， 贵阳市龚祥友等人涉嫌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毕节市龙

德江等人涉嫌恶势力犯罪案，

铜仁市蔡长亮涉嫌恶势力犯罪

案等。

在办案中，贵州检察机关主

动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联

系，坚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今

年以来提前介入引导侦查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 167 件。 此外，贵

州检察机关延伸检察职能 ，促

进社会综合治理， 今年以来共

向公安、 交通、 市场监管等部

门 ，就市场监管、环境保护 、社

会治安、 交通运输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发出检察建议 13 份，其

中 10 份被采纳。

贵州检察机关今年

批捕黑恶势力犯罪 1200 多人

本报讯 近日，“航天放飞

中国梦” 科普巡展（贵阳站）在

贵阳市科技馆正式开展，参观人

员可以体验航天员、飞行员的基

本训练， 亲眼见到神十返回舱、

降落伞等珍贵展品，并能现场和

航天院士专家互动。

上午 10 点， 参观人员陆续

进入科技馆。 展厅内，模拟设立

的航天火箭、天舟一号、墨子号

量子科学试验卫星、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应用及悟空号暗物质粒

子探测卫星等展品，引人驻足观

看、操作体验。 与此同时，解说员

耐心地向参观人员介绍展品相

关情况。

“这次巡展，以实物、模型、图

文、视频、互动体验等形式，让参

观人员感受我国航天事业取得

的成就。 ” 巡展项目负责人李焱

焱说，此次展出的神舟十号返回

舱和降落伞， 是首次在贵州展

出。 展览上，参观人员除了能亲

自见到、体验航天科技，还能与

航天院士专家互动，解答心中的

疑问。

据了解，为期一月的“航天

放飞中国梦” 科普巡展，将通过

展示我国近几年来的航天事业

成就，以及我国航天事业自力更

生和自主创新的奋斗历程，让群

众更多地了解航天知识，不断提

高科学素养。

（本报记者 易颖 白雪）

“航天放飞中国梦”

科普巡展（贵阳站）开展

学生观展。 本报记者 石照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