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教育厅向学生和家长提八点疫情防控建议

本报讯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

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昨日发

布，将于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据

悉，这是全国首次发布的针对易地

扶贫搬迁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

记者 1月 7日从贵州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召开的易地扶贫搬迁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和试点工作

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易地扶贫搬迁

是一项社会系统重建工程， 基本公

共服务是保障搬迁群众全面发展的

基本社会条件， 不仅需要解决住房

和收入问题， 而且需要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能够衔接配套， 让搬迁群

众就近享受城镇已有的教育、 医疗

等公共服务，实现互联互通。 因此，

我省在充分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制订了《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由通用基础

标准子体系、 服务保障标准子体

系、 服务提供标准子体系构成，采

用了现有的政策文件 11 个、 国家

标准 51 项、行业标准 16 项、地方

标准 36 项，新制订地方标准 9 项，

待制订标准 54 项。这其中，既有指

导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基本公

共服务的基础工作的，如基本服务

设施建设指南、服务评价与改进规

范、群众满意度调查规范，也有支

撑安置社区“六个一” 服务工程的

4 个服务规范和 1 个培训规范。

在 《安置社区服务中心服务

规范》中，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社区特点，对“设施设备、标识标

志 、制度建设、服务内容与要求、

服务流程 、服务管理” 等进行了

规范， 以保障全省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内容和

质量统一规范。

在 《安置社区就业创业服务

中心服务规范》中，对“信息采

集、培训服务、创业服务、档案管

理、劳动维权、跟踪回访” 等内容

进行了规范， 进一步提升搬迁群

众的就业创业服务质量。

在 《安置社区家政服务员培

训技术规范》中，通过明确“培训

主体、培训师资、培训时长、培训

场地及设施、 培训内容、 培训管

理” 的具体要求，保障培训工作质

量， 确保经过严格培训的搬迁群

众能够顺利就业。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

与管理规范》 将对推动落实社区

消防主体责任， 提高社区和新市

民自查自纠、自防自救能力，减少

亡人火灾事故起到重要作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贵州发布全国首个

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公告之后，因作废印章产生的一切行为与本公司无关，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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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南明区解放路 76 号 15 栋 2 单元 16 号张荧《市场准入许可

证》，证号 040310，现特声明该证作废，并拟申请补发新证。 由此产生

的任何异议，由本人自行承担。

遗失启事

2021年 1月 8日

贵州磷化氟硅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1 月 4 日

贵州磷化氟硅科技有限公司拟在贵

阳市息烽县小寨坝镇实施 3 万吨氟化氢

/氢氟酸项目，特委托贵州人文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编写 《贵州磷化氟硅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3 万吨氟化氢 / 氢氟酸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现将《贵州磷化氟硅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氟化氢 / 氢氟酸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

com/s/1AeaXOAal4n1Q5DH6yrAvVw 提取

码：vfrt， 纸质报告书存放于贵州省贵阳市

息烽县小寨坝镇贵州磷化氟硅科技有限公

司办公室。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 2.5km 范围内工作生活的

居民、团体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

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

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 电子邮件或填

写意见表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

纸质意见提交地点为贵州省贵阳市息烽

县小寨坝镇贵州磷化氟硅科技有限公司

办公室。

联 系 人 ： 包 工 ； 联 系 电 话 ：

15985429277； 电子邮件：461443347@qq.

com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小寨坝

镇贵州磷化氟硅科技有限公司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1

年 1月 4日至 2021年 1 月 15 日，公众可

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

意见。

贵州磷化氟硅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万吨氟化氢 /氢氟酸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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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章作废的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列印章于 2021 年 1 月 6 日起声明作废。

1���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合同专用章（1）5201030015452

�2���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合同专用章 5201030015451

�3���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匀支行合同专用章 5201030019890

�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合同专用章 5201030015451

�5���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关财务专用章 5201030015559

�6���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关财务专用章 5201030015453

�7���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2）5201030015422

�8���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匀支行财务专用章 5201030018776

�9���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财务专用章 5201030021006

10���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里分行 5201030015353

11���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5201030015567

12���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大江坪支行 5201039011289

13��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兆丰支行 5201030015364

1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兴支行 5201030015355

15��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山支行 5201030015362

16��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 5201030021005

17��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匀支行 5201030018518

18��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兴支行 5201030015355

19��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册亨支行 5201039003143

20��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云支行 5201030015379

21��贵阳市商业银行微小贷款合同专用章（1）5201030007527

22��贵阳市商业银行微小贷款合同专用章（4）5201030008517

23��贵阳市商业银行微小贷款合同专用章（5）5201030009371

24��贵阳市商业银行微小企业部合同专用章（6）5201030009880

25��贵阳市商业银行微小贷款合同专用章（8）5201030012273

26��贵阳市商业银行微小贷款合同专用章（7）5201030011501

27��贵阳市商业银行微小企贷款同专用章（2）5201030007528

28��中国共产党贵阳市商业银行委员会 5201030003402

29��中国共产党贵阳市商业银行委员会办公室 5201030003403

30��中国共产党贵阳市商业银行机关党委 5201030003404

31��贵阳市商业银行毕节分行 5201030010260

32��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财务专用章 5201030021006

33��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匀分行财务专用章 5201030020731

3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黎平支行财务专用章 5201030019341

35��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寨支行财务专用章 5201030021312

序号 印章名称 序号 印章名称

序号 印章名称

中国疾控中心 7 日针对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发布权威指

南，回应公众关切。

一、 现阶段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的重点人群包括哪些？

我国新冠疫情形势与国外

不同，疫苗使用策略也不一样。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主要策略

需要结合国内疫情形势和防控

工作目标来考虑。 当前，重点人

群接种疫苗的意义， 一方面是

对这部分人群起到保护作用，

另一方面有利于“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 ，有利于我国总体疫情

防控。

现阶段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的重点人群主要包括从事

进口冷链、口岸检疫 、船舶引

航、航空空勤、生鲜市场、公共

交通、医疗疾控等感染风险比

较高的行业人员；前往中高风

险国家或者地区工作、学习等

人员。

二、 新冠病毒疫苗有必要

接种吗？

有必要。 一方面我国几乎

所有人都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

免疫力，对新冠病毒是易感的，

感染发病后， 有的人还会发展

为危重症，甚至造成死亡。 接种

疫苗后， 一方面绝大部分人可

以获得免疫力；另一方面，通过

有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可在

人群中逐步建立起免疫屏障，

阻断新冠肺炎的流行。

三、新冠病毒疫苗怎么打，

去哪儿打？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都是

在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

的接种单位进行。 通常情况下，

接种单位设在辖区的卫生服务

中心、 乡镇卫生院或者综合医

院。 如果接种涉及一些重点对

象比较集中的部门或企业，当

地也会根据情况设立一些临时

接种单位。

辖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

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也会按要

求公布可以进行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的接种单位，包括地点、服

务时间， 请大家关注相关信息

发布平台。

大多数重点人群的接种，

由重点人群所在的单位组织摸

底、 预约， 并协助开展接种工

作。 对于前往中高风险国家或

者地区工作、学习的个人，可关

注当地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相

关服务信息。

四、接种疫苗都有哪些禁忌？

疫苗接种的禁忌是指不应

接种疫苗的情况。 因为大多数

禁忌都是暂时的， 所以当导致

禁忌的情况不再存在时， 可以

在晚些时候接种疫苗。

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方

案、 接种指南未作具体规定之

前，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禁忌

按疫苗说明书执行。 通常接种

疫苗的禁忌包括：1. 对疫苗或

疫苗成分过敏者；2. 患急性疾

病者；3. 处于慢性疾病的急性

发作期者；4.正在发热者；5.妊

娠期妇女。

五、如何发现、把握接种疫

苗禁忌？

在操作实施过程中，如果

接种第一剂次疫苗出现严重

过敏反应，且不能排除是疫苗

引起的，则不建议接种第二剂

次。 要了解疫苗成分，对疫苗

成分既往有过敏者不能给予

接种。

接种时， 接种医生应仔细

询问受种者的健康状况及既往

过敏史。 受种者要如实向接种

医生报告身体健康状况及疾病

史、过敏史等。 要把疫苗禁忌列

入知情同意书中。

六、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

不用再戴口罩吗？

在人群免疫屏障没有建

立起来之前，即使部分人群接

种了疫苗，大家的防控意识和

防控措施也不能放松 。 一方

面 ， 疫 苗 免 疫 成 功 率 不 是

100％， 在流行期间还会有较

少部分已接种的人可能发病。

另一方面，在没有形成免疫屏

障的情况下，新冠病毒依然容

易传播。 因此，接种疫苗后还

是应该继续佩戴口罩，特别是

在公共场所、人员密集的场所

等； 其他防护措施如手卫生、

通风 、保持社交距离等，也需

要继续保持。

七、 如何通过接种疫苗在

人群中形成群体免疫?

����不同传染病的传染力不

一样，阻断传染病流行的人群

免疫力水平也不一样。 一般而

言， 传染病的传染力越强，则

需要越高的人群免疫力 。 例

如， 麻疹和百日咳传染力较

强， 如果要阻断它们的流行，

人群免疫力要达到 90%-95%；

而消灭天花和脊髓灰质炎，人

群免疫力要达到 80%以上。 人

群免疫力达到上述阈值，也就

建立了阻断麻疹、 百日咳、天

花和脊髓灰质炎传播的免疫

屏障。

人群免疫力跟疫苗保护

效力和疫苗的接种率呈正比。

因此，要达到足够的人群免疫

力， 需要有足够高的接种率，

也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接种疫

苗。 反之，如果不接种的人比

较多或大多数人不愿去接种，

就形成不了牢固的免疫屏障，

有传染源存在时，容易出现疾

病的传播。

八、 目前我国应用的新冠

病毒疫苗保护持久性如何？

新冠病毒疫苗属于新研

发并投入使用的疫苗，需要大

规模接种之后的持续监测和

相关研究，以积累更多的科学

证据，评估新冠病毒疫苗的保

护持久性。

九、接种疫苗后，多久才能

产生抵抗新冠病毒的抗体？

根据前期新冠病毒灭活

疫苗临床试验研究，接种第二

剂次灭活疫苗大约两周后，接

种人群可以产生较好的免疫

效果。

十、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常

见的不良反应有哪些？

从前期新冠病毒疫苗临

床试验研究结果和紧急使用

时收集到的信息，新冠病毒疫

苗常见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与已广泛应用的其他疫苗基

本类似。 常见的不良反应，主

要表现为接种部位的红肿、硬

结、疼痛等，也有发热 、乏力 、

恶心、头疼、肌肉酸痛等临床

表现。

新华社北京 1 月 7 日电

新冠病毒疫苗怎么打？

权威指南来了

本报讯 1 月 7 日，省教育厅

发布致全省学生和家长的一封

信， 向广大学生及家长提出疫情

防控八点建议。

做好个人卫生。 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 在公共交

通工具、电梯、超市等场所全程佩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一米线”

社交距离，家庭就餐提倡公筷制，

咳嗽打喷嚏时注意遮挡等。 随身

携带足量口罩、 速干手消毒剂等

必要防疫物品。 保证睡眠充足，合

理营养，生活有规律，注意保暖，

适度体育锻炼。 控制使用手机、平

板等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

关注疫情信息。及时了解国内

外疫情相关信息，正确认识国内外

疫情发展态势，学习权威科普疫情

防控知识，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能

力，减少感染病毒风险，做到不懈

怠、不信谣、不传谣，消除恐慌，争

做卫生健康文明的传播者。

减少不必要流动。 如无特殊

情况， 在寒假春节期间原则上不

跨省流动，在黔过节，非必要不离

黔，避免出国（境）和前往中高风

险地区。

避免扎堆聚集。在寒假春节期

间，不组织、参与大规模聚集性文

体、聚会聚餐活动。 家庭私人聚会

聚餐等应控制在 10 人以下， 有流

感等症状尽量不参加。尽量不前往

人员聚集场所尤其是密闭场所。

人物多病共防。 “人”“物”

“环境” 同防，主动防范新冠肺炎

疫情与其他常见传染病叠加风险

的同时，做好流感、诺如病毒感染

性腹泻、肺结核等冬季常见传染病

防控工作。尽量避免购买进口冷链

食品。 到快递取件点要戴好口罩，

取回的快递件尽量进行消杀，拆封

后的包装按照垃圾分类处理，并用

速干免洗手液或肥皂洗手。

生病及时就医。 如有身体不

适，立即就医，在医院遵守公共秩

序，服从安排，做好个人防护，文

明就医。 如有发热、干咳等症状，

应当立即向学校和相关部门报

告，采取居家观察、就医排查或隔

离措施。

丰富寒假生活。 全省中小学

寒假期间不组织学生参加任何形

式的补课， 学生和家长无特殊情

况不返校， 家长尽量不安排或减

少安排学生到课外辅导机构补

课。 家长在督促学生完成学校规

定的寒假作业外， 应引导学生参

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教会孩

子一些基本的生活劳动技能及方

法，培养他们形成尊重劳动、热爱

劳动的良好习惯。 积极参加有益

于身心健康的音体美活动， 过一

个丰富的寒假。

做好假期计划。 请家长和同

学密切关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

学校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及时了解放假、开学等最新安排。

寒假期间， 请家长指导帮助学生

合理制定学习、生活计划。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尹香力）

本报讯 1 月 7 日，记者从

铁路部门获悉， 连日的低温凝

冻天气尚未给铁路运输带来影

响， 贵州铁路各次普铁和高铁

列车运行平稳， 没有出现列车

停运和大面积晚点情况。

目前，贵阳火车站、贵阳车

务段、贵阳供电段、贵阳客运段

等贵州铁路各个站段已启动恶

劣天气应急预案，成立了应急指

挥小组，全力战凝冻、保畅通。

贵阳火车站管辖的贵阳、贵

阳北、 贵阳东三大铁路重点车

站， 安排人员清扫站前广场、天

桥、 站台等区域的积雪积水，并

撒盐防滑； 在各车站广场进口

处、天桥、通道、站台等易湿滑地

段，重点加强对旅客人身安全的

盯控，提醒旅客脚下湿滑、防滑

防摔；同时，为旅客提供开水、保

暖等条件，对老、幼、病、残、孕等

旅客开展重点宣传、 引导和帮

扶， 对特殊重点旅客提供帮助；

在大客流密集时段，科学合理划

分候车区域， 全面加强巡查，在

扶梯口、通道口、检票口等重点

区域增派人手，协调配合公安等

部门，共同维护现场秩序，确保

旅客候乘组织安全有序。

针对可能出现的高速公路

封闭等状况， 贵阳火车站及时

与相关部门对接，互通信息，掌

握旅客流向、流时，协调上级加

开管内动车和普速列车。 该站

还通过车站广播、LED 大屏、微

博、微信等平台，及时公布、更

新列车即时晚点信息； 开足退

票、改签窗口，灵活调整售票、

退票窗口数量， 最大限度满足

旅客退、换票需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实习记者 洪露）

低温凝冻天气来袭 贵州铁路运行平稳

1月 7日，贵阳市迎来新一轮

低温凝冻天气。当天晚上 9：43，北

二环偏坡特大桥上温度为零下 5

度，地面已经凝冻。

为做好低温凝冻期间交通

保障工作，确保市民正常的生产

生活秩序，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联合贵阳交管局云岩区分局，

在辖区重要交通要道、 地势高

处、上下陡坡路段、易结冰路段

及桥梁、隧道进出口、地下通道

口开展巡查抢险工作，发现道路

出现结冰现象，立即采取有效措

施进行处置。

除了采用传统的人、车巡查

市政道路外，云岩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还启用了无人机。 “晚上有

些路段看不清楚，可以通过无人

机抓拍的现场照片、拍摄的实时

画面，即时发现问题。 ” 云岩区

市政工程管理所副所长刘跃龙

说， 这样的方式不仅省时省力，

而且高效。

在云岩区的易凝冻路段统

计表单上， 共有 52 处路段、27

座人行天桥需要特别注意。 针

对这些陡坡、桥涵等重点区域，

云岩区城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

的工作人员会在夜间 10 点、次

日凌晨 1 点 、 凌晨 5 点采用

“三段式” 工作法，进行应急处

置， 最大限度防止道路结冰情

况出现。

“偏坡特大桥地势高，是云

岩区易凝冻点位名单上的 ‘重

点’ 。 ” 在偏坡特大桥的进城方

向，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

长谢飞正带队在这里撒盐除冰。

一旁，写有“党员先锋队” 的红

色旗帜在寒风中显得格外耀眼。

当晚，由云岩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及所属大队、市政、各市场

化环卫、 绿化管护公司的党员、

干部组成了 11 支共计 700 余人

的“党员先锋队” ，对辖区路面、

桥梁易结冰路段进行预防性撒

盐；同时，加强巡查，并实时关注

天气情况，以便及时采取应急处

置措施。

当天，云岩区市政工程管理

所还启用 1 辆可一次性装载 10

吨工业盐的大型撒盐车、6 辆可

一次性装载 1 吨工业盐的小型

撒盐车，开展撒盐保畅工作。

“针对大范围的低温凝冻

天气， 我们一般采用 ‘机械为

主、 人工配合为辅’ 的除凝作

业模式。 在人行道、人行天桥、

地下通道等易结冰部位， 我们

会采取人工布撒融雪剂。 ” 刘

跃龙说。 低温凝冻天气来临之

前， 云岩区市政道路管理所根

据今年“抗凝冻保畅通” 应急

预案， 对相关作业车辆进行检

修和预热， 同时举行抗凝保畅

工作动员会议， 进行道路标准

作业、安全作业培训，将环保型

融雪剂及铲凝工具准备妥当 ，

密切关注气候变化， 确保物资

配备充足、人员积极待命。

晚上 11 点， 随着气温越来

越低，7 辆撒盐车马力全开，对北

京西路、黔灵山路、东二环、西二

环以及中环路等结冰路段，进行

全方位除凝清扫作业，确保“雨

停路净” 。 当晚，还有 20 辆应急

抢险车辆随时待命，专门负责突

发性应急抢险工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文

周永 /图

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抗凝冻保畅通 党员干部当先锋

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监测显

示，1 月 6 日 08 时至 7 日 08 时，

全省有 63 县城气温低于 0℃及以

下。 截至 7 日 11 时 35 分，全省已

有 45 县市发布道路结冰预警信

号。从 7 日夜间到 10 日白天，全省

大部分地区仍然维持低温雨雪天

气，地势高处、桥梁、隧道口道路

结冰。

气象部门提醒， 市民驾车途

经湿滑结冰路段需降低车速、加

大车距， 注意防滑防摔、 添衣保

暖，取暖时请注意用电用火安全，

谨防一氧化碳中毒， 老年体弱和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尽量减少外

出，大棚作物要做好覆盖保温。

另悉， 贵阳市气象局 7 日继

续发布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预报：1

月 8 日夜间到 9 日白天，阴天，道

路结冰范围减小；9 日夜间到 10

日白天，阴天有冻雨或雨夹雪，道

路结冰范围扩大 ， 气温 -3～

-1℃。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截至 1 月 7 日 11 时 35 分———

全省 45县市发布道路结冰预警

图为环卫工人在中环路东段撒盐除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