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 月 21 日,记者

从贵阳机场获悉，2019 年春运

期间，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预

计完成航班起降日均 460 余

架次、旅客吞吐量日均 5.9 万

余人次、 货邮吞吐量日均 260

余吨。

目前，贵阳至三亚、海口、

深圳等一些国内冬季热门航

线一票难求，贵阳至米兰、莫

斯科、 大阪、 仁川、 曼谷、普

吉、曼德勒等一些国际航班的

机票也基本售罄。

春运期间，在国内航线方

面，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将

在贵阳至上海、杭州、珠海、

武汉 、福州 、郑州 、大连 、长

沙、揭阳、北海等航线上安排

春 运 加 班 ， 并 将 新 开 通 贵

阳———恩 施———武 汉 、 贵

阳———鄂尔多斯———大连等

盲点城市的航班航线； 在国

际地区航线方面， 将新开通

贵阳至菲律宾卡里博、 印度

尼西亚巴厘岛的直航航线，

加密贵阳至泰国普吉岛、日

本大阪等航班。

（本报记者 彭刚刚）

贵阳机场航班起降

预计日均 460 余架次

本报讯 1 月 21 日是春

运第一天， 记者从中国铁路

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举行的

春运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春

运 40 天， 贵州省境内铁路预

计发送旅客 910 万人次，同比

增 运 122.7 万 人 次 ， 增 幅

15.6%，旅客发送人数将再创

新高。

为方便旅客出行，成都局

集团公司继续发挥高速铁路

+ 普速路网的优势，贵州省境

内长途列车安排为：节前，计

划开行旅客列车 261.5 对 ，

其中动车组 200 对； 节后，计

划开行 262.5 对， 其中动车

组 199 对。贵阳直属站合计开

行列车 229.5 对， 包括动车

160.5 对、普速 69 对。

春运期间贵州旅客列车

开行主要变化包括： 新增温

州、厦门方向长途动车组各 1

对；北京、上海、广州、福厦等

方向动车开行 114 对 （含途

经）；增开至佛山等地的夜间

动车 7 对。 短途运输方面，继

续开行 3 对铜仁至玉屏城际

铁路动车、3 对省内运行的公

益性“慢火车” 。

在春运售票组织方面，省

内 共 开 设 火 车 站 售 票 窗 口

679 个 ， 其中贵阳三大火车

站近 200 个； 开设火车票代

售点 525 个 ， 其中设立在学

校、 超市的站外自助代售点

13 个 ；部分不通铁路的县乡

开设代售点 230 余个。

（本报记者 彭刚刚）

贵州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91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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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21 日， 贵州

省 2019 年志愿服务春运“志愿

黔行·暖冬行动” 在贵阳火车站

站前广场正式启动。活动旨在通

过有效动员广大青年参与 “志

愿黔行·暖冬行动” ， 有力整合

资金、人力、物力、项目等资源，

全力服务好旅客。

启动仪式上， 相关负责人

为 2019 年志愿服务春运“志愿

黔行·暖冬行动” 志愿服务队授

旗， 并向志愿者发放了志愿服

务物资保障包。 全体春运志愿

者现场宣誓， 表示将切实履行

好自己的职责， 全面展示贵州

志愿者的文明形象， 为我省春

运提供“微笑、真诚 、优质 、高

效” 的志愿服务。

启动仪式结束后， 贵州省

大学生志愿者艺术团志愿者在

贵阳火车站广场开展文艺演

出， 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

式向旅客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普及平安出行、扶贫政策等

知识，并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

志愿者们还现场为群众演示和

讲解急救方法， 使群众掌握自

救、他救、互救方法，并提供爱

心义诊、义务理发、写春联送祝

福等志愿服务。

当天，志愿者们现场送出春

联、 福字 300 余幅， 年画 1500

张，发放开水、姜茶等 300 余份。

据了解，今年我省以“志愿

黔行·暖冬行动” 为主题，面向

高校和社会招募了 7610 名春运

志愿者， 分赴全省火车站、机

场、道路客运站、高速公路服务

区等地，依托团省委、省志愿服

务联合会设立的 450 个春运志

愿服务站开展“志愿黔行·暖冬

行动” 。

今年， 团省委不断拓宽春

运志愿者服务渠道， 提供各具

特色的志愿服务项目： 开通春

运 志 愿 服 务 电 话 专 线

“0851-96952” ， 针对老弱病残

孕等重点旅客，组织“952 爱心

车队” 上门接送； 做好应急保

障， 准备两台直升机进行空中

应急救援； 利用贵州大数据平

台，开展失物招领志愿服务。

春运期间，我省春运志愿者

将为广大市民、过往旅客、困难

群众提供秩序维护、 咨询引导、

便民利民、重点帮扶、交通安全

劝导、 应急救援等六类志愿服

务，预计服务群众近十万人。

贵州省 2019 年志愿服务

春运 “志愿黔行·暖冬行动”

由团省委、 省文明办、 省民政

厅、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 省志愿者协会主办，省

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贵州广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省青年志

愿服务基金会、 贵阳铁路局团

委承办。

（本报记者 庭静）

志愿黔行 暖冬行动

我省 2019 年志愿服务春运活动启动

本报讯 1 月 21 日， 记者从

市农委农经站获悉， 贵阳市农村

承包地管理系统已上线运行，标

志着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圆满完成。

据市农委农经站副站长黎桂

先介绍， 贵阳市农村承包地管理

系统是承包地的登记颁证管理平

台， 该系统通过整合农经信息平

台、 土地流转平台等资源， 搭建

“贵阳农经管理信息网” ，涵盖了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管理系

统、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系

统、 农业产业管理系统等三大系

统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 农民

负担监督管理、“三资” 管理等四

大板块， 实现农业农村经济的信

息化管理。

下一步， 贵阳市将抓好确权

登记颁证成果应用， 发挥好土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作用， 在确

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 开展土地

流转经营权颁证试点， 实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 分置。

同时，建立市、县农村综合产权交

易中心，促进农村产权交易流转，

并将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与贵阳农

业云相结合，推动精准农业、智慧

农业发展。 （本报记者 刘健）

贵阳市农村承包地

管理系统上线运行

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圆满完成

本报讯 1 月 21 日， 记者

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春

运期间， 贵阳铁路公安处将落

实“平安春运、有序春运、温馨

春运， 让旅客体验更美好” 工

作理念，重拳出击，严打倒卖车

票违法行为，维护旅客利益。

从 1 月 11 日起，贵铁警方

提前进入春运安保 “决战阶

段 ” ， 全处 1300 名民警 、2600

余名治安辅助力量， 以及协调

增援的 533 名警校学员全员上

岗，确保春运期间管内 3900 余

公里线路治安平稳， 旅客出行

安全。 贵铁警方还提前启动了

打击倒票“猎鹰 -2019 战役” ，

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业队伍，

盯住网上、 代售点、 站区及周

边，网上网下协同，路内路外携

手，实行多部门、多警种联手作

战，多手段、多措施共同发力，

严厉打击囤票、圈票、违法代订

代购和制贩假证假票等违法犯

罪活动。

春运期间， 贵铁警方将瞄

准“两抢一盗” 案件、惯性治安

问题和“霸坐” 、扒阻车门等各

类扰序违法行为开展重点打击

整治。 同时以旅客列车、车站、

行车场所、公共聚集地、易燃易

爆区域、 物资和车辆存放场所

等为重点，开展“公共安全隐患

清剿战役” ，坚决杜绝火灾事故

发生， 积极做好春运期间因极

端恶劣天气、 设施设备故障等

导致列车晚点、 客流积压等应

急处置，确保旅客安全。

此外，为让平安春运有序进

行，贵阳铁路公安处以贵阳北站

为中心 ， 全面开展 “暖冬行

动———贵州铁警在你身边 ” 等

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向旅客发放

宣传资料等方式，提高旅客的旅

途安防常识。

（本报记者 彭刚刚）

贵铁警方严打倒卖车票违法行为

本报讯 1 月 21 日上午 11

时 26 分，团省委“青春黔行·创

在乡土” ———春运爱心直通车

从广州站出发开往贵阳北站，免

费接在外奋斗的贵州青年回家

过年。

这是共青团贵州省委连续

第 5 年在春节前夕组织专列，免

费接在外奋斗的贵州青年回家

过年。此次乘坐专列回家的青年

共 613 名，包括把生意做到“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创业者、企

业里的技术骨干、重点实验室里

的大学生、建设工地上普普通通

的工人、退伍军人、志愿者等。

一路上，家乡亲人与返乡青

年畅叙家乡变化、小康之路和新

发展理念。 “贵州过去这一年，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给我印象最

为深刻， 贵州的美誉度越来越

高，让在外奋斗的贵州青年特别

有自豪感。 ” 大二学生彭威说。

旅途中，主办方在列车上为

返乡青年表演了魔术和相声等

节目，到站后，专业人士还现场

书写春联赠予返乡青年。

（本报记者 庭静）

春运爱心直通车免费接青年回家

本报讯 1 月 21 日， 贵阳

金阳供电局用电检查班工作人

员前往贵阳火车北站，对站前西

广场 1 号配电房进行今年以来

第二次安全用电检查。

站前西广场 1 号配电房主

要为 30 多台车站电梯、 上百盏

照明电灯提供电源支撑。在配电

房里，工作人员通过配电监控系

统， 仔细查看运行设备电流、电

压情况，并做好记录。 “春运期

间，我们还将对车站配电设施实

行 24 小时监控， 确保供电万无

一失。 ” 配电房管理人员表示。

据了解，为保证春运期间供

电平稳，贵阳供电局成立了以安

全生产、客户服务为主的保供电

安全检查小组，制定春运保供电

方案和应急预案， 对贵阳火车

站、贵阳火车北站、贵阳龙洞堡

国际机场和金阳客车站等重要

交通枢纽供电线路、设备设施和

人流密集场所进行用电安全排

查， 并积极协助开展专用线路、

配电房及内部设备运维管理，做

好设备全方位“体检” 。

（杨志坚 本报记者 庭静）

贵阳供电局开展供电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昨日， 市公安交

通管理局发布了高速公路 14

处易拥堵路段信息， 提醒广大

驾驶人春运期间驾车出行时，

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

据了解，14 处易拥堵路段

分别为： 兰海高速 1312 千米

至 1340 千米（双向）、兰海高

速 1290 千米至 1301 千米（遵

义往贵阳方向）、 兰海高速

1304 千米至 1305 千米 （遵义

往贵阳方向）、兰海高速 1310

千米至 1311 千米 （遵义往贵

阳方向）、兰海高速 1307 千米

至 1306 千米 +500 米（贵阳往

遵义方向）、 贵阳南环高速金

竹互通至石板、 孟关至牛郎

关 、 沪昆高速 1877 千米至

1874 千米 （贵阳往安顺方

向）、 沪昆高速 1877 千米至

1885 千米 （贵阳往安顺双

向）、上瑞线（老贵黄高速）24

千米至 24 千米 +500 米（贵阳

往安顺方向）、 贵阳环城高速

62 千米至 73 千米（干井至白

云双向）、 贵黔高速 0 千米至

54 千米 +600 米（贵阳至黔西

双向）、 贵瓮高速 32 千米至

36 千米 （贵阳至瓮安双向）、

贵遵复线 118 千米至 120 千米

（贵阳至遵义双向）。

（本报记者 代晓龙）

贵阳交警发布

14处易拥堵路段信息

本报讯 1 月 21 日，记者

从市气象台获悉，预计 2019 年

春运期间，贵阳无强冷空气影

响，总体适宜出行。

春运期间， 预计贵阳主要

有 4 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大

致出现在：1 月下旬前期（强度

偏强）、1 月下旬后期 （强度中

等偏弱）、2 月上旬前期 (强度

偏弱）、2 月中旬中后期 (强度

中等）。预计贵阳各地平均气温

4～6.5℃，与往年同期相比，偏

高 0.1～1℃；各地降水量 25～

40mm，与往年同期相比，降水

偏少 1～2 成； 雪凝天气偏轻，

较冷时段出现在 1 月下旬前

期、2 月上旬前期。

春运第一周， 贵阳主要以

阴雨天气为主， 具体预报为：

22 日， 阴天间多云， 气温 1～

8℃；23 日，多云转阴天,气温

4～10℃；24 日，阴天,夜间有

小雨， 气温 3～9℃；25 日，阴

天有小雨 ， 气温 3～7℃ ；26

日，阴天，夜间有小雨 ，气温

4～8℃；27 日，阴天有小雨，气

温 4～8℃。

（石奎 本报记者 彭刚刚）

春运期间贵阳无强冷空气影响

春运启幕，贵阳火车站人流涌动。 本报记者 石照昌 摄

志愿者在贵阳火车站为旅客提供免费八宝粥、姜汤。

本报记者 石照昌 摄

本报讯 近日， 息烽县首批

20 辆新能源出租车投入运营。

据了解，该批新能源汽车由

息烽县宏运出租车有限责任公

司投放运营 ， 采用的是吉利甲

醇汽车， 蓝白相间的车身让乘

客很容易就能从外观上辨认 。

与传统燃油出租车相比， 甲醇

出租车每公里成本平均下降了

30％左右，在碳氧化物、氮氧化

物及可吸入颗粒物的排放上，

均大幅减少。

据息烽县宏运出租车有限

责任公司经理罗艺鑫介绍，公司

共购买了 40 辆甲醇汽车， 剩余

的 20 辆将在今年 1 月底前陆续

投运。

（本报通讯员 宋安慧）

息烽县首批新能源出租车投用

本报讯 近日， 记者从市食

药监局获悉，该局大力推进“1 核

心 2 辐射 N 补充” 食品检验检测

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抽检监测发

现问题、 排查风险的重要作用，

2018 年，我市食品抽检合格率达

98.94%，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 我市自开展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以来，

不断提升食品抽检监测能力，逐

步形成了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

制定、抽样检验、信息公布、核查

处置与统计分析的工作闭环；去

年通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形式，

共完成食品、 食用农产品监督抽

检 29568 批次，达到 6.16 份／千

人， 是国家创建标准

要求的 1.5 倍， 检出

不合格样品 313 批次，

不 合 格 样 品 发 现 率

1.06%， 核查处置率、

公示率达 100%。

我市还加强食品快检工作，

投入资金扶持批发市场、 农贸市

场、超市等 48 个示范点和监测点

建立 “快检室” ， 并指导工作开

展，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去年

共完成食品农产品农残、 兽残及

食品非法添加快速检测 10 万余

批次；同时 ，全市 10 个区（市、

县） 的食品快检车配备到位，并

组织开展了车载设施设备操作与

运用培训；我市去年还利用“快

检室” 和“快检车” ，在全市范围

内面向市民开展为期近 3 个月的

食品免费快检工作， 切实保障全

市百姓的食品安全。

（李雪芹 本报记者 吴伟剑）

我市去年食品抽检

合格率创历史新高

示范创建人人参与

食品安全家家受益

本报讯 1 月 21 日， 贵阳市

大数据委公布“2018 贵阳市大数

据发展十大新闻” 。

2018 贵阳市大数据发展十

大新闻包括：2018 数博会成功举

办，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打造

“中国数谷” 核心区、永不落幕

数博会， 数博大道建设启动；大

数据产业风生水起， 贵阳荣获

“影响中国” 城市美誉；贵阳“独

角兽” 崭露头角，满

帮集团估值超 60 亿

美元；政府数据开放

走前列，贵阳综合排

名全国第一；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 ，贵阳获国务院

办公厅通报表扬；让大数据安全

管理有法可依，贵阳推出地方性

法规；培育大数据“领头羊” ，贵

阳成功实施“十百千万” 人才计

划；贵阳网络安全指数位居中心

城市前十； 抢抓 5G 产业化发展

先机，贵阳启动首个综合应用示

范项目。

（实习记者 张海涛）

2018贵阳市大数据发展

十大新闻出炉

本报讯 近日，贵阳市“冬

季充电” 茶叶技术培训会在乌当

区举行， 市农委邀请有关专家开

展培训。

培训会上， 省植保站研究员

以“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 为主

题进行培训， 详细讲解了茶园禁

用水溶性农药的原因、 茶园绿色

防控的技术要点以及冬季茶园管

护， 并结合贵阳市气候、 地理自

然条件特点， 讲解贵阳市茶园易

发的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方法等。

随后， 省茶办专家进行冬季茶园

管护和春茶采摘技

术指导， 市农委农

推站进行了茶园气

象灾害及其应急措

施培训。

培训现场气氛热烈， 当地茶

企、茶农积极提问互动，专家们耐

心解答问题。学员们表示，在培训

中学到了新知识、新技术，将充分

运用到冬季茶园管护中。 市农委

有关负责人说， 此次培训取得了

较好效果， 将继续把握 “八要

素” ，用好用活“五步工作法” ，

把农村产业革命抓下去， 为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充电蓄能加劲、打

下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刘健）

我市举行“冬季充电”

茶叶技术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