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下正值早春， 贵州高原

山区频遇冷空气侵袭， 因钢轨

受冷会发生收缩， 使其内部应

力集中，易造成折断，成都铁路

局贵阳工务段采取给钢轨 “伸

懒腰” 的办法释放应力，确保钢

铁大动脉安全畅通。

据介绍，工人在作业前，要

封停作业区间，切下一截长 167

毫米的钢轨，松开钢轨的螺栓，

并利用液压拉轨器缓慢拉伸缺

口两端的钢轨， 直到把这缺口

合拢填平，然后紧固螺栓，焊接

钢轨，前后历时约 2个小时。 工

人们戏称这个作业就像给钢轨

“伸懒腰”一样。 黎玉松 曾秦

早春天气冷

钢轨伸懒腰

本报讯 昨日下午，贵阳市运

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出租车公司等

20余人， 对中心城区出租汽车的

车容车貌开展现场检查，结果发现

50台车中，有 9辆出租车不合格。

据悉，除了车容车貌，检查人

员还对车辆是否配置有灭火器、应

急三脚架、司机是否有从业资格证、

车辆手续是否完备等进行检查。

针对这一情况，贵阳市运管

局称， 将与各出租车公司进一

步沟通，对车容车貌加强要求，

同时由公司督促司机定期定时

清洁车内卫生， 保持良好的车

内环境。 （本报记者 欧鲁男）

50辆的士受检

两成尚需洗脸

贵阳市运管局对出租车

开展车容车貌检查———

昨日，该高铁站通过本报

发布 14 趟动车组信息

2017�年3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版式 杨源 校对／高昊

综合

ZONGHE

A03

本报讯 3 月 20 日， 记者从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

悉， 贵州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2016年 -2020年）（以下简称《两

规》），日前已由省人民政府正式颁

布实施。《两规》从健康、教育、妇女

与反贫困及儿童与安全保护等方面

进行了规划。

此次颁布的《两规》中，将妇女

儿童发展纳入“十三五” 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同时，强化立足于本

土实际，谋划妇女儿童发展。譬如在

妇女规划中增加 “妇女与反贫困”

发展领域，分别从“完善扶贫政策

体系、减少女性贫困人口、提高女性

创就业能力、兜底扶贫、特困救助”

等几个方面明确了妇女脱贫重点目

标， 并围绕这些重点目标提出了实

施精准扶贫十项行动等 10 条策略

措施。

此外，《两规》立足我省留守儿

童问题比较突出的实际， 在儿童规

划中增加“儿童与安全保护” 发展

领域。 分别从“完善儿童监护制度，

减少留守儿童数量，确保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人身安全，” 等方面明确

了重点目标， 并围绕重点目标提出

了完善、落实儿童监护制度等 10 条

策略措施。

省民政厅副厅长刘忠平介绍，

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方面，“两规”

明确了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主

要任务。 目前，我省已完成 87.5 万

留守儿童基本信息建档立卡工作，

并着力落实好四个方面的措施：一

是落实有效监护，不得让不满 16 周

岁的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

二是保障安全， 力争实现针对留守

儿童的重大恶性案件零发生， 留守

儿童非正常死亡事件零容忍。此外，

还将强化源头减量， 帮助农民工返

乡创业就业或为其携带子女外出共

同生活创造条件， 从源头上减少留

守儿童数量。 （张祝源 谭书婧）

我省新颁布的“贵州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明确———

娃娃不满16岁 不得独居生活

本报讯 据省纪委监察厅网站

消息， 十一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工作

动员部署会议近日在贵阳召开，会

议宣布省委巡视组组长、 副组任职

和巡视任务分工决定。经省委批准，

9 个巡视组将对省扶贫办等 18 个

单位开展专项检查。

记者了解到， 本轮巡视重点是对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情况、被巡视

单位的巡视整改情况、中央八项规定和

省委十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 选人用

人情况等五个方面进行专项检查。

9 个巡视组将对省扶贫办、省

卫计委、省国土资源厅、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

民宗委、省地税局、省经信委、省科

技厅、省民政厅、省水库和生态移民

局、省水利厅、省红十字会、省旅发

委、省农委、省司法厅、省统计局、省

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局等 18 个单位

开展专项检查。

据了解， 我省同步推进常规巡

视、专项巡视、“回头看” 巡视和巡

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专项检

查，2016 年全年分 3 轮完成对 47

个单位的巡视，对 45 个地区和单位

开展巡视“回头看” ，实现了本届省

委任期内巡视监督全覆盖。

去年的巡视共发现反映干部问

题线索涉及 503 人，其中，省管干部

82 人。 通过积极探索开展市、县巡

察， 目前已有 6 个市 (州)33 个县

(市、区)建立了党委巡察办，对 886

个单位开展了巡察。

本轮巡视是十一届省委的最后

一轮巡视，将全面总结巡视工作，做

好经验总结和成果统计， 并用好巡

视成果。 同时加强巡视队伍组织建

设、日常监管，严格纪律约束，严防

“灯下黑” 。 （黔清风 周然）

十一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将启动———

9个巡视组 将巡视18家单位

重点巡视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选人用人情况等五个方面

本报讯 本报 3 月 19 日 《龙

洞堡高铁站 养在深闺人未识》一

文见报后，引起众多读者关注。 两

天来， 人们纷纷通过本报热线、微

信、微博和新闻客户端留言，希望

了解经停该站的 14 趟动车组的车

次、运行时刻和票价等情况。

“龙洞堡高铁站位于贵广高铁

和白云至龙里北联络线交汇点上、

龙洞堡国际机场 49 米深的地下，

从机场 1 号停车场北出口旁边可

以进站。 ” 该站站长陆续君介绍，

目前，经停该站的 14 趟列车，都是

运行在贵广高铁上的动车组，其

中， 向西抵贵阳北站的有 5 趟，向

东往珠海 1 趟， 往广州站 1 趟，往

广州南站 7趟。（本报记者 曾秦）

一： 龙洞堡站往贵阳北 5趟：1.

D2804次（广州南—贵阳北），龙洞

堡 12:24到，12:26开， 贵阳北 12:44

到。2.D3562次（南宁东—贵阳北），

龙洞堡 12:58到，13:06开，贵阳北 13:

25到。3.D2808次（珠海—贵阳北），

龙洞堡 14:15到，14:17开，贵阳北 14:

35到。 4.D3566次（南宁东—贵阳

北），龙洞堡 15:31到，15:34开，贵阳

北 15:53到。 5.D2880次（广州—贵

阳北），龙洞堡 16:49到，16:51开，贵

阳北 17:10到。 上述 5趟动车组龙洞

堡至贵阳北票价均为： 一等座 10.5

元，二等座和无座 8.5元。

二： 龙洞堡站往珠海 1 趟：

D2827 次（贵阳北—珠海），龙洞

堡 15:11到，15:13 开，珠海当日 21:

19到。 龙洞堡至珠海票价：一等座

400.5元，二等座和无座 329元。

三： 龙洞堡站往广州 1 趟：

D2879次（贵阳北—广州），龙洞堡

13:24到，13:26开， 广州当日 18:59

到。 龙洞堡至广州票价： 一等座

322.5元，二等座和无座 268.5元。

四： 龙洞堡站往广州南站 7

趟：1.D2811 次 （贵阳北—广州

南），龙洞堡 9:29 到，9:31 开，广州

南当天 14:49到。2.D2813次（贵阳

北—广州南）， 龙洞堡 9:56 到，9:

58 开， 广州南当天 14:56 到。 3.

D2817 次（贵阳北—广州南），龙

洞堡 11:00到，11:02开， 广州南当

天 16:24到。 4.D2825次（贵阳北—

广州南）， 龙洞堡 14:39 到，14:41

开，广州南当天 19:39到。 5.D2833

次（贵阳北—广州南），龙洞堡 16:

52 到，16:54 开， 广州南当天 22:11

到。 6.D2835 次 （贵阳北—广州

南）， 龙洞堡 17:11到，17:13开，广

州南当天 22:30到。 7.D2841次（贵

阳北—广州南），龙洞堡 18:03 到，

18:05开，广州南当天 23:18到。 龙

洞堡至广州南票价： 一等座 310.5

元，二等座和无座 259元。

“龙洞堡高铁站 养在深闺

人未识” 一文见报后，引起众

多读者关注———

多少动车组

经停龙洞堡？

车次及运行时间

相关链接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召

开的相关专题会上获悉， 轨道交通

1 号线观山湖段预计于今年 6 月底

开始试运行，年内试运营。

轨道交通 1 号线线路全长

35.196 公里，连接观山湖区、云岩

区、南明区、经开区，其中地下线长

30.151 千米，路基段长 1.54 千米，

高架线长 3.505 千米，共设车站 25

座，包括地下站 20 座、地面站 2 座、

高架站 3 座，其中，诚信南路站可与

2 号线换乘， 会展中心站可与 4 号

线换乘，北京路站可与 3 号线换乘，

延安路站可与 2 号线换乘， 火车站

站可与 4号线换乘。

其中，轨道交通 1号线观山湖区

段于 2012年 9月开工建设，起于下麦

西站止于贵阳北站，全长 9.2公里，途

经将军山站、云潭路站、诚信路站、行

政中心站、会展中心站、朱家湾站、大

寨站、大关站和贵阳北站。

目前， 轨道交通 1 号线观山湖

段已实现“轨通”“电通” ，并顺利

完成接触网“冷、热、滑” 工作；各车

站大型风、水、电设备安装及设备区

装修已基本完成，人防、声屏障、路

基房屋工程已完工；信号、通信和综

合监控等系统工程主要设备已安装

到位，将实现“通信通” 及信号系统

“连锁通” ；截至 2017 年 3 月 1 日，

八列电客车已到达；3 月 6 日，正线

动车调试工作已正式启动； 各单体

配套建筑土建结构已完成， 室内设

备安装及装饰装修工作已基本完

成，其中车辆段运用库、培训中心、

食堂及公寓已实现运营入驻。此外，

贵阳北站至经开区段已完成正线

18.8 公里的轨道铺设，具备条件的

车站机电安装及装修设备已进场，

正结合现场情况组织施工作业。

据悉， 因各项工程建设推进顺

利，预计今年 6 月底，轨道交通 1 号

线观山湖段将开始试运行， 年内试

运营。（刘朝芳 本报记者 李定林）

1号线观山湖段 6月试运行

贵阳市轨道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