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长假期间，“我们的节日·春节” 2019 年贵阳孔学堂己

亥年春节文化庙会热闹非凡， 大年初一至初六共吸引了 5.5� 余

万市民和游客一起欢度 “文化年” 。 图为活动现场的小丑表

演。 本报记者 郭然 摄

2 月 10 日是 2019 年春节长假最后一天， 贵阳铁路迎来节

后返程客流高峰，贵阳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超 8 万人，主要为

华东华南华北方向。 图为贵阳火车站广场人流如织。

本报记者 石照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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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万人次游客贵阳过大年

春节黄金周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26.72%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0 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

第 32 届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召

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

自强的旗帜。 去年以来，在非洲联盟引

领下，非洲一体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

非洲国家在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继

续一致发声，非洲国际影响不断提升。

我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衷心祝愿非洲

联盟团结带领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

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 9 月，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巨大成功，我

同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领导人共襄

盛举，为中非关系发展谋划蓝图。 中

方愿同非方携手努力， 以落实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 同落实非洲联

盟《2063 年议程》、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

战略深入对接，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非洲联盟

第 32 届首脑会议致贺电

“好日子越来越红火”

贵州易地扶贫搬迁提升逾百万山区群众幸福感

本报讯 近日， 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建立公办幼

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

度的指导意见》， 明确从 2019

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公办幼儿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原则上

不得低于 500 元 / 生·年。

《意见》明确，幼儿园生均

公用经费拨款标准适用于全省

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所

有公办幼儿园（含公办小学附设

的幼儿班和学前班）。 在足额落

实省定生均公用经费最低标准

的基础上，各地可视财力情况按

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标准的一定比例，逐步将拨款制

度延伸至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公

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根据幼

儿园上年度教育事业统计报表

统计的在园幼儿人数测算拨付。

从 2019 年春季学期起，全

省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

款标准原则上不得低于 500 元

/ 生·年，确有困难的地区，最迟

于 2021 年达到此标准。 在此基

础上， 幼儿数不足 60 人规模的

幼儿园按 60 人核定公用经费。

《意见》指出，各地要在不

低于最低拨款标准的前提下研

究制订本地区幼儿园生均公用

经费财政拨款标准。并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办园成本、收费

标准及财力状况，建立生均公用

经费财政拨款动态调整机制。各

地原有生均拨款标准及其他形

式拨款标准高于省定拨款标准

的，不得降低标准。 对在园幼儿

人数较少，按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测算低于 2018 年度基本支出

预算的幼儿园，原则上仍维持现

有经费保障方式。

（本报记者 罗海兰）

我省明确公办幼儿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

每生每年原则上不低于 500 元

本报讯 春节长假期间 ，

人民大道南段建设不停工，8 个

节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截至 2 月 10 日， 筑城广场

大桥涉及的筑城广场树木已完

成移植，涉及房屋征收约 850 平

方米，已完成房屋拆除 50%。

瑞金南路框架桥全长 268

米。 项目建设交通疏解已完成。

瑞花广场树木移植完成 80%，瑞

金路平行十字路口中央分离带

绿化全部移植完成， 人行红绿

灯已全部移除。 完成瑞金南路

围挡安装 128 米和中央护栏安

装 300 米，破除 1200 平方米的

沥青混凝土路面。

青云路南明河大桥全长

164 米，全桥左右两幅共 4 个桥

台及 4 个桥墩，目前已拆除 0 号

台部分房屋， 正进行小区绿化

改迁及桩基施工，2 号墩人工挖

孔桩正在有序施工。

解放路框架桥是为人民大

道南段主线下穿解放路而设

的，全长 90 米，已完成解放路

106 米中分带拆除、硬化及中央

隔离护栏安装。

火车站大桥全长 270 米 ，

共有 1 个桥台、4 个桥墩。 0 号

台孔桩设计 12 根， 已全部完

成。 0 号台基坑开挖完成 1100

立方米。

中环立交主线 626.75 米，

已完成工程范围内铁塔、水厂、

监控设备及行道树迁改。 完成

山体施工便道土石方开挖万余

立方米， 完成防护网 200 米和

交通疏解防护施工。

新建五眼桥一号桥为改造

玉厂路上跨南明河而设， 全长

71.64 米， 五眼桥二号桥全长

412.5 米。完成五眼桥二号桥 7

号墩施工区域绿化迁移。 旋挖

钻钻孔灌注桩累计完成 4 根，7

号墩 4 根桩基人工挖正在有序

进行。

接花溪大道匝道，匝道桥全

长 1141.49 米。 已完成交通导

改方案编制、评审工作，右幅树

木已全部移栽，全线正进行交通

导改。 已完成桩基灌注 5 根，完

成人工挖孔锁口浇筑 16 个。 安

装临时围挡 1326 米，完成标线

刻画等。 （本报记者 张薇）

人民大道建设节日不停工

各节点工程建设推进有序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

阳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猪年

春节黄金周，全市累计接待旅

游人数 610.67 万人次，同比

增长 23.13%； 实现旅游收入

271047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26.72%。

据初步测算，今年春节黄

金周全市累计接待旅游人数

610.67 万人次，其中：黔灵山

公园接待 451000 人次；青岩

古镇接待 145818 人次；天河

潭景区接待 137993 人次;白

云蓬莱仙界接待 18889 人

次；息烽革命历史纪念馆接待

19718；贵御温泉接待 17402

人次 ； 保利国际温泉接待

18119 人次；息烽温泉疗养院

接待 21988 人次； 时光贵州

景区接待 93578 人次； 四季

贵 州 温 泉 水 上 乐 园 接 待

10128 人次；极地海洋馆接待

21037 人次。

今年春节假日， 我市准

备了丰富的文化和旅游产

品。 市文物局春节期间在达

德学校旧址陈列馆、 甲秀景

区翠微园、阳明祠、大觉精舍

四个文物景区举办 “我们的

节日·筑城新年喜乐荟” 系列

活动。 贵阳市图书馆推出新

春猜谜、创客体验、数字图书

馆迎新春活动。以“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多彩贵

州百姓大舞台” 为主题的春

节“送文化下基层” 活动、文

化进万家迎新春文艺演出、

新春送福等在多个区市县持

续 举 办 。 观 山 湖 区 举 办

“2019 贵阳市观山湖区西南

国际商贸城春节灯会庙会” ；

青岩古镇举办免费入园购年

货和 “青岩古镇春节传统民

俗文化表演” 活动；孔学堂举

办 2019 年春节文化庙会“家

国两平安·相聚孔学堂” 主题

活动；天河潭景区举办“欢笑

迎新年，美好新生活” 新春游

园会活动； 乡愁贵州旅游景

区举办“无乡愁，不贵州，老

传统，新时尚———乡愁大集”

活动等。

此外，作为贵阳冬季旅游

主打产品的温泉旅游同样火

爆。贵御温泉、保利温泉、枫叶

谷旅游度假区、万象温泉纷纷

推出门票打折、 充值优惠、套

餐优惠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

客。 新推出的四季贵州·山地

温泉水世界、时光贵州马戏演

出更成为假日旅游的亮点。

据悉，为切实做好安全防

范，确保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

有序，节前我市就制定并组织

实施了 《2019 年春节期间文

化和旅游市场安全生产大检

查工作方案》。 春节长假期

间，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

部门共计出动检查人员 150

余人次，检查文化和旅游经营

单位 300 余家。

截至 2 月 10 日 13 时，全

市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有序，

未接到安全生产事故报告。

（本报记者 游红）

春

节

吉祥如意的春联、火红喜庆

的“福” 字、宽敞明亮的客厅、一

应俱全的家具、“家和万事兴”

主题的刺绣……春节期间，走进

易地扶贫搬迁户李泽喜家里，一

股浓浓的年味儿扑面而来。

“我两个哥哥也都搬出了大

山，大女儿前几天刚出嫁，过几

天就回来，二女儿、小儿子正在

读大学……” 说起搬到县城以

来的变化，48 岁的李泽喜内心

充满喜悦。

李泽喜的老家在贵州省遵

义市播州区乐山镇瓮海村大林

沟村民组，那里交通不便，土地

贫瘠。 他们三兄弟家共有 10 多

口人，都挤在一栋破旧的老房子

里， 全家总共也只有几分水田。

为了维持生计，李泽喜到处打零

工，收入也不固定。

2016 年， 在当地干部的动

员下， 他毅然决定搬到县城，住

上了约 100 平方米的房子。

“财随鸿运福门开，喜迎富

贵吉祥来。 ” 贴在大门口的春联

是李泽喜搬到县城变化的生动

说明。

“在县城，孩子上学方便，

打工也方便。 ” 李泽喜乐呵呵

地说， 妻子闲不住， 在居住的

小区内干保洁工作， 每月收入

1800 元， 他则在县城干电工，

因为有管理经验， 还当上了带

班班长， 每月固定收入 1 万元

左右。

（下转 2 版）

2019 贵阳市观山湖区西南国际商贸城春节灯会庙市于 2 月 8 日开市亮灯，截至 10 日 22 时共迎客约 60 万人次。 此次灯会庙市活

动围绕“爱心观山湖，共享中国年” 为主题，对灯组、年俗、祈福、美食、山货、表演、游乐等板块进行创意设计。 王顼 摄

据初步测算，今年春节黄金周全市累计接待旅游人数 610.67 万

人次，其中黔灵山公园接待 45.1 万人次。 图为春节长假最后一天，黔

灵山公园依然人气爆棚。

本报记者 郭然 摄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经开

区获悉，去年以来，经开区通过实

施工业倍增计划， 传统产业加快

转型升级， 军民融合产业规模持

续壮大，智能制造持续领跑，经济

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去年，全

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10.4亿元，同比增长 10.4

%

。

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经开

区实施 “千企改造” 项目 33

个，总投资 48.05 亿元。 “一企

一策” 转型升级方案编制实现

全覆盖，兑现“一企一策” 转型

升级扶持资金 2350 万元。 进入

省“万企融合” 项目调度平台项

目 97 个。 通过省大数据局评

估， 建设市级融合示范项目 50

个，省级标杆项目 8 个，100

%

完

成目标任务。

在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方面，

依托航天科工、中航工业、中国

航发三大集团，大力推动“军转

民”“民参军” ，全区新增“民参

军” 企业 4 家，军民融合产业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31 家，实现

工业总产值 123.1 亿元， 同比

增长 18

%

。

小孟工业园通过工

信部复核，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军民融合）。

在智能制造助推产业发展

方面，编制了《贵阳经开区创建

智能制造示范区工作方案》《贵

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制

造产业规划》等，启动创建智能

制造示范区工作。 航天电科、里

定医疗 2 家公司获工信部 2018

年“两化” 融合贯标试点企业，

航天电器 “精密电子元器件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 获批 2018 年

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同济堂等 11 家企业入选贵州

省“大数据 + 工业” 深度融合试

点示范企业。

（本报记者 黄菊）

经开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0.4%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码” 上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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