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2019年 10 月 10 日

贵阳市南明区中曹街道办事

处四方河社区卫生服务站在贵阳

农商银行甘荫塘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 核准号为：J7010006318202 账

号 2021080001201100056292，特此

声明作废。

贵阳市南明区中曹街道办事处

四 方 河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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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9 日， 记者从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即日起，新建成贵铁路兴文至

贵阳段开始联调联试， 将进入工

程验收的关键阶段， 标志着成贵

铁路全线开通进入倒计时。

成贵铁路为客运专线， 是我

国“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网中兰

（西）广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长约 632 公里， 设计时速 250

公里 / 小时。 其中，成贵铁路成都

至乐山段于 2014 年 12 月先期开

通运营，乐山至宜宾段于 2019 年

6 月 15 日投入运营。

新建成贵铁路兴文至贵阳段

西起四川省兴文县， 经云南省威

信县、镇雄县，贵州省毕节市、大

方县、黔西县，东至贵阳市。 正线

全长约 290 公里， 新建桥梁 160

座， 桥梁长度约占线路总长的

19.7%。 新建隧道 106 座，均为单

洞双线隧道，全长 175.6 公里，隧

线比为 60.6%。 全线共设兴文、新

街、威信、镇雄、毕节、大方、黔西、

清镇西、白云北、贵阳北 10 座车

站。

即日起， 新建成贵铁路兴文

至贵阳段启动联调联试工作，一

直持续至 12 月中旬。 此次联调联

试的主要内容有轨道、 路基、桥

梁、隧道、电力牵引供电、通信系

统、信号系统、客运服务系统、自

然灾害及异物侵限监测系统、综

合接地、电磁兼容、振动噪声、声

屏障等项目。 另外，还将进行时速

160、180、200、210、220、230、240、

250 公里等速度级往返逐级提速

试验。 如果联调联试一切顺利，成

贵铁路全线有望 12 月 20 日左右

开通运营。 届时，从贵阳到成都最

快 （中途不停车）2 小时 50 分即

可到达。

据了解， 联调联试是指铁路

部门在高速铁路工程完成静态验

收，确认达到联调联试条件后，使

用测试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对

高速铁路各系统的功能、性能、状

态和系统间匹配关系进行综合检

测、验证和调整、优化，使整体系

统达到设计要求， 满足以设计速

度开通运营的要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成贵铁路兴文至贵阳段开始联调联试

全线有望 12 月 20 日左右开通运营

本报讯 10 月 9 日是第 50

届世界邮政日， 围绕 “传递美

好，协同发展” 主题，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贵州省分公司在贵阳

市人民广场南广场举办主题宣

传活动，启动第八届“贵州邮政

杯” 围棋业余公开赛。

在主题宣传活动中，“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 主题邮展引起

众多集邮爱好者驻足观赏。 主题

邮展共展示 12 部 26 框邮品，选

取 《我爱北京天安门》《贵州主

要城市庆祝解放纪念封》《中国

2019 世界邮展》 等邮品进行展

出，向广大市民宣传新中国成立

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

展现了邮政的新风貌。 工作人员

还向到场的嘉宾和群众宣传邮

政日、《邮政法》、《反洗钱法》、

《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等。 来自全省的 256 名围棋爱好

者参加了第八届“贵州邮政杯”

围棋业余公开赛。

当天， 全省各地邮政企业

也纷纷举行世界邮政日主题庆

祝活动， 向广大群众介绍邮政

转型发展的新形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庆祝世界邮政日

贵州邮政在筑举行系列活动

10月 9 日，综合检测列车通过毕节站。 新华 / 传真

本报讯 10 月 9 日， 国家

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贵州大数

据） 工业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在

贵阳成立。

该委员会由航天云网贵州

公司牵头建设， 由相关政府机

构、企事业单位与院校科研机构

组成，聘任 29 位工业大数据、工

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

专家。该委员会旨在围绕国家大

数据标准战略，搭建标准创新协

作平台、探索创新模式、研制工

业大数据标准、开展大数据标准

公共服务，组织形成一批行业顶

级、全国领先、国际先进的可复

制、可推广、产品化的标准规范，

从而提升工业互联网技术能力、

服务能力，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 推动贵州省大数据战略行

动， 加快建设国家大数据 （贵

州）综合试验区。

下一步， 国家技术标准创

新基地（贵州大数据）工业大

数据专业委员将不断建立健全

工业大数据标准体系、 专业委

员会组织机构， 重点开展工业

数据交换、 工业数据分析与系

统、 工业数据管理等工业大数

据标准的研制， 依托专业委员

会成员单位已研制的行业或企

业标准， 推进标准在行业企业

的应用。 同时，加强与相关产业

联盟和科研机构的对接和战略

合作，推广相关技术、产品、标

准和服务， 推进工业大数据技

术、标准、园区、人才培养等领

域合作， 有效提升专委会资源

整合能力和服务能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蕾）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贵州大数据）

工业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在筑成立

10 月 9 日，共青团贵州省委、省志愿者协会组织贵州省大学

生志愿者艺术团、医学专业志愿者走进开阳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景成小区，开展“孝老爱亲 向上向善” 志愿省级示范活动。 当

天，志愿者为小区老人们准备了相声、歌舞等节目，并为老人们送

去保暖被，提供心理疏导、信息咨询、体检等服务，宣传防火防灾、

节水护水、家电使用、移风易俗等知识。 图为医学专业志愿者为老

人义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雄增 摄

孝老爱亲 向上向善

本报讯 10 月 9 日，清镇市文

体广电旅游局、清镇市综合应急消

防救援大队、清镇市卫城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大队在卫城镇和平东路

菖蒲堂附近路段，联合举行文物古

建筑保护单位突发事件应急疏散

演练活动。

演练模拟由于供电线路老化、

导致菖蒲堂古建筑发生火灾。卫城

镇专职队值班人员发现灾情后，第

一时间向值班队长汇报并立即启

动火灾处置应急预案，拨打 119 报

警。随后，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在水

枪的掩护下进入屋内查探，对 5 名

被困群众进行救援，并在周围设置

隔离带，阻止身份不明人员进入火

灾现场和危险区域。 同时，周边群

众在路口疏通外来车辆，保证消防

车通道通畅，医护志愿服务队则对

被困群众进行现场施救。整个演练

过程组织有序、应对迅速，及时解

除了“火情” 。

（龚晓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清镇市———

举行应急演练

保护文物古建筑

本报讯 近日， 本报接到

市民张先生反映， 在云岩区云

上·九州小区与金龙星岛国际

小区之间道路上有井盖被破

坏，并且已经翘起来，而道路上

散落的垃圾无人清理， 既危险

又影响市容。

10 月 9 日上午 11 时，记者

在该地了解到，云上·九州小区

和金龙星岛国际小区均位于北

京西路旁， 中间道路目前尚未

命名。 记者看到，在靠近北京西

路的位置， 一个井盖已经翘起

超过十公分的口，非常危险，而

且周围还散落着石块。

“白天还能注意到，晚上稍

不注意踩到就有点危险了。” 市

民张先生说。

记者往里走发现， 在靠近

云上·九州小区大约 300 米的

道路上，到处散落着垃圾。 不少

私家车底下都是饮料瓶、 一次

性餐盒、食品包装袋、废弃的木

板、花篮等，其中有个下水道口

全部被垃圾覆盖。

在云上·九州小区正门口的

路边，由于地势原因，雨水形成

了一个水洼，水洼里也有不少散

落的垃圾。 沿着道路再往里走，

有不少散落的石块、 建筑垃圾，

中间还夹杂着一些白色垃圾。

在云上·九州小区门口散

步的刘女士告诉记者， 小区门

口卫生还可以， 但是这条路上

的卫生比较差，也没人打扫。 有

的地方有水， 时间长了长出绿

色苔藓，杂草里还有白色垃圾。

“这里是个新小区，道路却脏兮

兮的， 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解

决。 ” 刘女士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云岩区云上·九州小区与金龙星岛

国际小区之间道路———

井盖被破坏 垃圾无人清

本报讯 日前，高新区行政审

批局组织开展 2019 年网络安全培

训，以进一步强化政务服务大厅工

作人员网络安全意识，提高网络安

全风险防范能力。

培训会上， 讲解员从仿冒网

站、钓鱼诈骗、密码设置等进行举

例说明，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帮助大家培养正确

上网习惯。 参训人员表示，通过本

次培训，对网络安全有了更深层次

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网络安

全意识和能力。

为做好网络安全保障工作，高

新区行政审批局还制定了系列网

络安全管理制度，对各类信息系统

进行有效的日常管理。 同时，定期

开展网络安全设备维保，以及线路

整理和清扫、除尘工作等，消除网

络安全隐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高新区行政审批局———

开展网络安全培训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遗失启事

遗失贵阳市南明区

妇幼保健院工会委员会法

人章（吴杨）一枚，特声明

作废。

贵阳市南明区妇幼保

健 院 工 会 委 员 会

2019 年 10 月 9 日

开户许可证

遗失公告

2019 年 10 月 9 日

遗失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城北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为：Z7010001051601， 账号

为：52001453600052521651，特此

声明作废。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贵州笛曼杰拉网络科技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91520102MA6DNGQL6N，现决

定清算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 45

日内联系处理相关事宜。 联系

人：柳晓驰，地址：贵州省贵阳市

南明区花果园彭家湾危旧房、棚

户区改造项目 C 区 12 栋 2 层

68号，电话：18083618171。

注销公告

“在脱贫致富的路上，不落下一名群众”

“连红是匹‘千里马’ ，哪里

艰苦哪里跑。 ” 这是新乐村干部

对马连红的评价。

在遵义市正安县土坪镇新

乐村的脱贫攻坚战场上，作战队

队长马连红带领队员，为实现全

面小康这个目标不懈努力着。

2019 年 6 月，正安县文联主

席马连红来到新乐村，担任村作

战队队长。面对组织的信任和重

托，她在心里许下了“不除贫困

不罢休、不达小康不收队” 的誓

言。

新乐村位于土坪镇的北部，

距离土坪镇约 10 公里，面积大，

住户稀散，产业基础薄弱，交通

设施落后。 全村辖 10 个村民组，

共 938 户 3803 人，截至 2018 年

底，未脱贫 32 户 97 人，贫困发

生率为 2.57%。

初来乍到， 马连红为了摸

清新乐村的基本情况， 第一时

间举行了村支两委会议， 并走

遍新乐村 10 个村民组，与村组

长、党员、村民代表交心谈心。

同时， 她尽快熟悉每一位作战

队队员的情况， 做好干部的思

想工作， 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

热情。

短短半个月时间，马连红的

大脑中形成了紧思想、 明目标、

强作风、 严纪律的工作思路，并

制定了四条铁规：铁的纪律———

“白 + 黑”“5+2” 的工作模式；

铁的担当———主动承担、荣辱与

共； 铁的执行———说干就干、雷

厉风行；铁的宗旨———全心全意

为民服务。

很快，这匹雷厉风行的“千

里马” 在新乐村脱贫攻坚战场

上奔驰起来：在新乐村较远的村

组设立办事处，并带头到办事处

与干部们同吃同住；在新乐村推

行“既要带着群众干、也要干部

亲自干” 的工作新模式，大伙的

干劲更足了，干群关系进一步融

洽了。

新沟组的饮水一直是老大

难问题， 一个组几十户人家，家

家屋后都有一个大水池，用来接

望天水。 要是十天半月都是晴

天，人的饮用水就成了问题。 要

彻底解决新沟组的饮水难题，就

必须引进新的水源。马连红通过

摸底调查，发现在新沟组周边有

个水源点，她第一时间带着作战

队员直奔目的地，与群众一起拉

水管、引水源，成功把水引到了

新沟组的水池里。

复兴组贫困户晏久洪家有

5 口人： 妻子患有间歇性精神

病；父亲今年 74 岁，基本丧失

劳动力；18 岁的小儿子晏永龙

原本在正安县第八中读书，因

为股骨头坏死导致双腿不能行

走，目前休学在家。 了解了晏久

洪的情况后，马连红很是揪心，

尽可能地帮助他： 把晏久洪招

为护路员， 每月有了 400 元固

定收入；每次去家访，给晏永龙

带上几本书籍； 把晏久洪的微

信置顶， 第一时间帮他们解决

问题。

建兴组的周太彬家和程林

茂家都有精神病人， 家里环境

卫生非常差， 居住的房屋存在

跑风漏雨和地面不平整的情

况。 了解到两家的情况后，马连

红亲自为他们找工人修整房

子。

据马连红介绍，在实施危房

改造和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过

程中， 新乐村坚持施工监管到

位、施工安全到位。截至目前，该

村 147 户危房改造及 370 户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已完成，达到入

住条件。

“马队长虽然是从县城派下

来的，但她不摆‘官架’ ，不说

‘官话’ ，不讲‘大话’ ，把村子

当故乡，把村民当亲人……” 说

起马连红，村民无不为她竖起大

拇指。

为了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

坚战， 马连红经常给队员们说：

“把脱贫攻坚当成自己的事，把

群众当亲人，解决群众的实际困

难。 在脱贫致富的路上，不落下

一名群众。 ”

冉寒竹

本报讯 10 月 8 日，记者从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贵阳至太原将首次开行直

达高铁动车组。

具体车次及运行时刻为：10

月 11 日至 12 月 30 日， 太原

南———长沙南 G698/5 次改为贵

阳北终到， 太原南 10 时 46 分

开，贵阳北 22 时 16 分到。 10 月

12 日至 12 月 31 日，长沙南———

太原南 G696/7 次改为贵阳北始

发，贵阳北 6 时 16 分开，太原南

17 时 55 分到。

该对高铁运行里程 2248 公

里，经由沪昆、京广、石太等高铁

干线运行， 全程商务座 2935.5

元、一等座 1520元、二等座 932.5

元，全程运行 11小时 39分钟。

此前， 贵阳没有直达太原列

车， 旅客从贵阳去往太原需要到

石家庄转车，费时费力。这对动车

组开行， 结束了两地没有直达列

车的历史，极大方便了旅客出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贵阳至太原直达高铁动车组将开行

结束两地没有直达列车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