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北站了

解到，12 月 14 日中午，成贵高铁

贵阳至沿线各站车票开始发售。

成贵高铁开通初期， 担当运

营的动车组有四种车型， 加上不

同时段客流不同， 由此导致成贵

高铁相同两站间不同车次各等级

的票价也不相同。

贵阳北至成都东， 全程商务

座 854 元左右，一等座 451 元左

右，二等座 282 元左右，最低票

价为 269 元；因车型不同，相同

区间和相同等级票价相差 10 多

元。

贵阳北至成都南， 全程商务

座 882 元左右，一等座 470 元左

右，二等座 294 元左右；因车型

不同， 相同区间和相同等级票价

相差 10 多元。

贵阳北至毕节， 因车型和运

行时段不同， 一等座在 68 元至

113 元之间， 二等座在 42 至 71

元之间。

具体车次、票价、运行时刻、

经停站点等资讯信息， 广大旅客

可查询“中国铁路” 微信和铁路

12306 官网、微信及客户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 � � � 本报讯 12 月 14 日上午

10 时，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发布消息， 成都至贵阳高速

铁路宜宾至贵阳段将于 12 月 16

日开通运营， 标志着成贵高铁全

线通车。 届时，贵阳至成都最快 2

小时 58 分可达，贵阳至毕节最快

51 分钟可达。 贵阳作为中国西南

地区高铁枢纽、 全国十大高铁枢

纽的地位将更加巩固。

成贵高铁起于四川省成都

市，途经眉山市、乐山市、宜宾市，

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镇雄县，贵

州省毕节市，终至贵阳市，线路全

长 648 公里， 设计时速 250 公

里。 其中， 成都至乐山段已于

2014 年底通车， 乐山至宜宾段

2019 年 6 月投运。此次开通的宜

宾至贵阳段全长 372 公里， 设宜

宾西、长宁、兴文、威信、镇雄、毕

节、大方、黔西、清镇西、白云北、

贵阳东等 11 座车站。

成 贵 高 铁 全 线 开 通 初 期

（2019 年 12 月 16 日———12 月

29 日）， 铁路部门将安排开行 20

对动车组列车（大部分为“C” 字

头），其中贵阳北至毕节 10 对，贵

阳北至成都东和成都南各 2 对，贵

阳北至宜宾西和绵阳各 1 对，另外

还有几对昆明南经贵阳北至宜宾、

成都方向的“G” 字头动车组。 这

些动车组中，C6008 次 （贵阳

北———成都南） 为一站直达动车

组，2 小时 58 分可从贵阳直抵成

都，为各趟动车组中耗时最短。

2019 年 12 月 30 日全国铁

路运行图调整后，成都将开行经由

成贵高铁至上海、广州、昆明等地

的动车组列车。

成贵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网兰州（西宁）至广州通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线路在成都

铁路枢纽与西成高铁、成渝高铁相

连， 在贵阳铁路枢纽与贵广高铁、

沪昆高铁衔接， 沿途的川南宜宾、

滇北昭通、黔西毕节等地区一举告

别没有高铁的历史，成都和贵阳两

大西南铁路客运中心实现了高铁

直接联通，完善了我国西部高速铁

路网结构，形成川滇黔地区通往珠

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又

一快速客运通道。

成贵高铁全线开通后，贵阳北

上成都将再添一条高标准、 大能

力、快速度的钢铁大动脉。至此，贵

阳北站累计汇入了贵广、 沪昆、渝

贵、贵开和成贵 5 条铁路，以贵阳

为中心的贵州高铁网将更加完善，

贵阳作为中国西南地区高铁枢纽、

全国十大高铁枢纽的地位更加巩

固，对于爽爽贵阳提速打造购物天

堂、塑造消费品牌将起到极大的推

动作用。 同时，成贵高铁将极大便

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畅通我国西

南地区与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

联系，加快沿线旅游和矿产资源开

发，对于助力脱贫攻坚、推动西部

大开发战略实施等方面，也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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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14 日，2019

年贵阳市第 4 次工业项目集中开

工活动在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300 万条全钢子午胎建设项

目现场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赵德明宣布开工。 市委副书记、市

长陈晏讲话，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黄舸舸发言。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徐昊

主持。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本

立参加。 副市长唐兴伦介绍开工

项目情况。 副市长王嶒、市政府秘

书长许俊松参加。

受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赵德

明委托，陈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

集中开工项目表示祝贺。 他说，今

年以来， 贵阳市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开展了四次工业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以项目建设拉动有效投资，以

有效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为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 当前，贵阳正处于坚持高标准

要求、加快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全市各级各

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 履职尽责、 加强联

动，主动担当、创新作为，齐心协

力抓好项目服务、要素保障、安全

生产，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快建设、

快投产、快见效。 要围绕“发展新

产业”“振兴商贸业”“强化产销

对接” 三大攻坚行动计划，超前行

动、积极谋划明年项目，持续掀起

产业大招商、 项目大建设热潮，为

加快成为全省新产业发展的战略

支撑和新的增长极打下坚实基础。

黄舸舸在发言中简要介绍了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00

万条全钢子午胎建设项目情况。

他说，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的

发展，得益于贵阳市委、市政府的

支持和帮助， 离不开社会各界的

关心与信任， 将以只争朝夕的热

情和求真务实的作风， 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 推动公司早日实现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为贵阳工

业强市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活动上， 与会领导和嘉宾还

参观了集中开工项目展板， 共同

为项目开工奠基培土； 修文县负

责人在主会场报告项目开工情

况，各区（市、县）政府、开发区管

委会负责人在分会场视频报告。

据悉， 此次贵阳市集中开工

项目共 25 个，总投资 198 亿元，

涉及先进装备制造、 中高端消费

品制造、新材料、数字产业、健康

医药等新产业， 预计达产后年新

增产值 184.8 亿元， 新增就业人

数 5000 余人。

市直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

人、工人代表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廖黎明）

2019年贵阳市第4次工业项目

集中开工活动举行

赵德明宣布开工 陈晏讲话 黄舸舸发言

本报讯 12 月 14 日， 贵阳

市举行 2019 年第 4 次工业项目

集中开工活动，25 个工业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 198 亿元，预计达

产后新增产值 184.8 亿元， 新增

就业 5000 余人。

据悉，在此次开工的项目中，

10 亿元以上投资项目 4 个，5 亿

元至 10 亿元投资项目 3 个，1 亿

元 至 5 亿 元投 资项 目 10 个 ，

5000 万元至 1 亿元投资项目 8

个。从区域分布来看，经开区 2 个，

总投资 63.5 亿元；开阳县 3 个，总

投资 4.9 亿元；高新区 2 个，总投

资 56.8 亿元；双龙航空港区 1 个，

总投资 3 亿元；修文县 2 个，总投

资 21.8 亿元；云岩区 1 个，总投资

2.5 亿元； 清镇市 3 个， 总投资

12.5 亿元； 息烽县 3 个， 总投资

2.5 亿元；花溪区 1 个，总投资 12

亿元；乌当区 1 个，总投资 1.7 亿

元；白云区 3 个，总投资 10.2 亿

元； 南明区 1 个， 总投资 1.2 亿

元； 观山湖区 1 个， 总投资 5 亿

元； 综保区 1 个， 总投资 0.5 亿

元。 从产业类别上看，新材料产业

项目 12 个，总投资 33 亿元；健康

医药业项目 2 个， 总投资 2.2 亿

元；中高端消费品业项目 1 个，总

投资 5 亿元； 先进装备制造业项

目 8 个，总投资 147.4 亿元；数字

产业项目 1 个，总投资 1.2 亿元；

其他项目 1 个，总投资 9 亿元。

举行工业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既是持续扩大工业投资、做大

做强实体经济的有效抓手， 也是

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

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 据了解，今

年我市前三次工业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累计开工项目 96 个、总投

资 550.7 亿元，为稳工业、稳增长

提供了支撑。本次集中开工的贵州

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全钢子午胎等

25 个项目，对优化产业结构、延长

产业链条、做强实体经济具有重要

意义， 贵阳市将全力以赴推动项

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廖黎明）

贵阳市 25 个工业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 198 亿元，预计达产后新增产值 184.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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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贵高铁明日全线通车

贵阳至成都最快 2 小时 58 分可达

■相关链接

贵阳北至成都东二等座最低票价 269 元

� � � � 本报讯 12 月 13 日，记者

从市城乡“三变” 改革办获悉，

我市明年计划启动 47 个老旧小

区改造，涉及 16133 户，总建筑

面积 112.30 万平方米。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扎

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深

入摸排统计城镇老旧小区总

量， 同时切实做好改造项目申

报和改造任务实施，开展“美好

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试

点小区工作， 推荐云岩区贵乌

社区万江小区、 白云区大山洞

社区朝晖花园作为 2019 年老

旧小区先行先试试点改造项

目， 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奠定

了良好基础。

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健全老

旧小区维护管理长效机制，使改

造整治与长效管理相衔接，社区

管理与物业管理相协调，保持改

造整治成果，实现老旧小区管理

良性循环。将科学编制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规划， 建立项目库，按

计划、分年度、分批次稳步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积极引导、

发动群众，实现决策共谋、发展

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

共享。 同时，结合实际合理确定

改造费用分摊规则，完善居民合

理分担、市场运作、财政奖补等

多渠道筹措机制，多措并举保障

资金投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贵州强化园区安全生产工作

2022 年入园企业要实现“三个 100%”

� � � �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应

急管理厅获悉，12 月 12 日，贵

州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出台 《关

于加强园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

见》提出，到 2022 年，入园企业

要实现“三个 100%” 。

《意见》所提园区包括经

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

产业集聚区、 工业集中区等。

根据《意见》，全省各类园区

要实现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健

全、监管责任明确 、监管保障

到位，园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

作机制要全面建立 。 到 2022

年，入园企业安全设施“三同

时” 落实率达 100%、 标准化

创建率达 100%、 重大隐患治

理率达 100%。

为加强园区安全生产工

作，《意见》规定了全面落实园

区安全管理责任、 全面落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加强园

区安全风险源头管控、 加强安

全风险预防控制“双控 ” 体系

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加强科技支撑、加强宣传教育、

加强应急能力建设等 8 个方面

的主要措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虹飞）

全省近 4300 公里

县乡公路改造工程启动

� � � � 本报讯 12 月 14 日，记者

从省发改委获悉， 贵州省 2019

年第一批县乡公路改造工程已

于近日全面启动，首批项目涉及

16 个 深 度 贫 困 县 ， 将 改 造

4296.5 公里县乡公路，于 2020

年 5 月底前全面完工。

据介绍， 贵州省县乡公路

改造项目计划用三年时间，分

三批改造全省 3 万公里县乡公

路。 目前，贵州省大部分县乡公

路处于超期“服役” 状况，通行

能力较差。 实施改造将提高县

乡公路通行能力， 补齐县乡公

路短板，改善路网结构，为全省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奠定

坚实基础。

贵州省 2019 年第一批县

乡公路改造工程涉及的 16 个深

度贫困县是水城、正安、紫云、赫

章、纳雍、威宁、沿河、册亨、晴

隆、望谟、从江、剑河、锦屏、榕

江、罗甸、三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图为工业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现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雄增 摄

贵阳市举行区块链技术

专题讲座

� � � � 本报讯 12 月 14 日，贵阳

市举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现状

与趋势专题讲座，以进一步提高

干部职工对区块链技术的认知、

了解和应用水平。 各区（市、县、

开发区）设立分会场，组织干部

职工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

聆听讲座。

讲座上，中国科学院软件研

究所软件发展研究部副主任杨

立博士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

入浅出地为全市干部职工讲解

了区块链知识及其技术演进，解

读区块链政策， 展现电子存证、

公民信息管理、 供应链金融、食

品安全区块链等区块链技术在

各行业的应用案例。杨立博士建

议，要将顶层设计与局部试点并

举，凝聚发展共识，能力建设与

标准制定并重， 夯实基础内功，

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行，稳步

探索创新， 赋能潜力逐步释放，

促进社会发展。

大家聆听讲座后纷纷表示，

将适应区块链技术创新和产业

发展的时代趋势，认真思考区块

链与各自业务的融合发展，加强

学习研讨，加快制度创新，夯实

基础设施，强化区块链技术的基

础研究支撑， 构建产业生态，着

力推动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

积极在区块链发展大格局中抢

先机、求突破、当示范、做引领，

努力为建设“中国数谷” 提供有

力支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成琼）

图为 12 月 14 日，一列测试列车从成贵高铁西溪河大桥上驶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