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 月 18 日，体操世界杯

阿塞拜疆巴库站首日决赛结束，中

国选手刘榕冰获双杠金牌。

此次体操世界杯阿塞拜疆巴库

站的比赛， 贵州籍选手刘榕冰和另

外 4 名队友代表中国队前往参赛。

在 3 月 17 日的资格赛中，刘榕冰与

来自上海的队友何幽潇在双杠项目

上就分列前两名，都顺利晋级。在决

赛当中， 刘榕冰以 15.133 的总分、

何幽潇以 14.866 的总分分获双杠

金、银牌。

据了解，刘榕冰于 1991 年 3 月

出生于贵州黔东南州榕江县，2013

年曾获得全国运动会团体冠军，

2014 年获得全国体操锦标赛团体

冠军、个人全能亚军。

（本报记者 陈华文）

本报讯 3 月 19 日， 受日本佐

贺县 2017 年日本佐贺樱花马拉松

比赛邀请， 贵州队小将舒成富以 2

小时 23分 18秒获第一名。

据介绍，日本佐贺樱花马拉松比

赛有来自中国辽宁省、贵州省、韩国

全罗南道地区以及日本国内的一万

多名选手。比赛结束，贵州队取得骄

人成绩，小将舒成富以 2 小时 23 分

18 秒获第一名， 龙角获第六名，何

涛获第二十名。

（本报记者 陈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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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20 日， 记者从省

公安厅交管局获悉， 截至 3 月 20

日，全省高速公路监控共抓拍不系

安全带交通违法行为 19575起。 其

中，贵 A71758 大货车司机 16 次被

抓拍不系安全带，成为该项交通违

法之最。

据了解，去年年底，我省通过

大数据手段，检测统计出我省约有

7%的驾乘人员上高速公路不系安

全带。 为了进一步增强广大驾乘人

员的交通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交

通事故损害后果， 今年 1 月起，省

公安厅交管局在全省高速公路范

围内，正式启用“平安 1 号” 不系

安全带交通违法行为智能检出系

统， 平均每天可处理 60 万张高速

公路高清卡口图片，智能识别不系

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

据省公安厅交管局民警介绍，

经过两个多月的投用，3 月 20 日，

警方对“平安 1 号” 系统抓拍的不

系安全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汇总，

发现从今年 1 月 1 日以来，全省各

条高速路共采集到驾驶人驾车时

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法行为

19575 起， 平均每天采集这类违法

约 251起。 其中，按车型来划分，小

型汽车采集 15618 起、大型汽车采

集 3948 起、教练车采集 8 起、其他

类型车采集 3起。

另外，按车牌登记注册区域划

分， 毕节籍车辆被采集最多，有

3614 起；贵阳籍车辆第二，被采集

3467 起； 第三是遵义籍车辆，1937

起。 外省车辆被采集的违法中，四

川籍、云南籍、重庆籍相对较多。 全

省各条高速路中， 以杭瑞高速、沪

昆高速、赤望高速上采集未系安全

带违法行为最多，分别为 5334 起、

4863起和 2279起。

此外，交管部门还曝光一批多

次未系安全带被抓拍的车辆，其

中，贵 A71758 驾驶人，今年以来在

高速路上被抓拍 16 次； 贵 JBH936

驾驶人被抓拍 10 次；湘 N0F269 驾

驶人被抓拍 9 次。 贵 A4CL32、云

A2XM39、贵 B87771 驾驶人分别被

抓拍 8次。

（本报记者 李强）

今年以来，全省高速公路———

不系安全带 近两万人次被抓拍

一大货车司机 16次被抓拍，成为该项交通违法之最

本报讯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下

发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

意见，提出用 10 年左右时间，在全

省普遍建立健全合理反映供水成

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体制机

制创新、与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

业水价形成机制。

据悉，为有序推进全省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

成机制，促进农业节水和农业可持

续发展，省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关

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

意见。

实施意见提出， 用 10 年左右

时间，在全省普遍建立健全合理反

映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

利体制机制创新、与投融资体制相

适应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农业用

水价格总体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

平，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

普遍实行，可持续的精准补贴和节

水奖励机制基本建立，先进适用的

农业节水技术措施普遍应用，农业

种植结构实现优化调整，促进农业

用水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

另外，意见提出各市（州）至

少选择 2 个县（市、区、特区）开展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典型培育，未列

入典型培育的各县（市、区、特区）

至少选择 2 个乡（镇）开展县级典

型培育，有条件的市（州），县（市、

区、特区）可以分别选择 3 至 4 个

县（市、区、特区）、乡（镇）开展典

型培育，用 3 至 5 年时间，率先实

现改革目标，为全省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同时， 该意见还提出了任务，

我省要不断完善农田水利工程体

系， 即以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

为依据,�多渠道筹集资金，整合

实施水利、发改、财政、国土、农

业、扶贫、烟草等部门涉及的农田

水利项目， 加快农田水利骨干工

程和灌区末级渠系配套改造建

设, 完善大中小微并举的农田水

利工程体系，解决农田灌溉“最后

一公里” 问题。

另外，还要明晰农田水利设施

产权，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

益、谁负担” 的原则，明确个人投资

兴建的工程， 产权归个人所有；社

会资本投资兴建的工程，产权归投

资者所有，或按投资者意愿确定产

权归属；受益户共同出资兴建的工

程，产权归受益户共同所有；以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投入为主的工程，

产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以

国家投资为主兴建的工程，产权归

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用

水合作组织、农户所有；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工程产权

界定工作，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向明晰产权的工程所有者颁发产

权证书，载明工程功能、管理与保

护范围、产权所有者及其权利与义

务、有效期等基本信息。

（刘朝芳 本报记者 杨林国）

贵州农业水价改革意见“出炉”

10年时间，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州省公

路局获悉，到本月底以前，全省公

路将全面控制住车货总重 49 吨以

上的超限运输车辆上路行驶。

据介绍，目前贵州部分地区超

限运输车辆不减反增。

面对此形势，2017 年贵州省

公路局确定治超近、 远两个目标。

近期目标：3 月底前，全面控制住车

货总重 49 吨以上的超限运输车辆

上路行驶。 远期目标：在电煤运输

政策没有变动的情况下，对持有有

效电煤运输通行证的车辆，车货总

重 49 吨以下的不收费、不处罚、不

御载，对其他货运车辆严格按《超

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规

定执行，全面落实新的超限超载认

定标准。 (本报记者 王芳)

货车总重逾49吨

“上路”将受重罚

我省开展公路运输整治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州

高速集团获悉， 厦蓉高速黔桂

线将于年内贯通。 目前都匀营

运管理中心已开始对公路进行

检修。

据了解，厦蓉高速贵州段已在

2011 年实现全线通车。 但与水格

高速对接的厦蓉高速广西境三江

至桂林段目前还处于施工阶段，通

过我省的车辆到达省界后只能改

道 321 国道。 不过，都匀营运中心

已接到 “厦蓉高速黔桂线确保在

年内贯通” 的消息，并开始对公路

检修。

(本报记者 王芳)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州省交

通运输厅获悉，今年 6 月底，贵阳

至黄平的高速公路将全面开建。

据了解，贵阳至黄平高速公路

是《贵州省高速公路网规划(加密

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于贵阳

市南明区永乐乡冯家庄，经贵阳环

高尖坡至小碧段进入龙里，顺洛北

河支流冲沟北岸进入福泉市，设福

泉西互通，再与已建瓮安至马场坪

高速贯通，进入黄平境内。 该条高

速公路全长 119.333 公里，共六车

道，时速 100 公里，预计建设工期 3

年。

(本报记者 王芳)

贵阳至黄平 将建高速公路

全长 119公里，共 6车道，时速 100公里，6月底开工，建设工期 3年

厦蓉高速 年内全线打通

目前都匀营运管理中心已开始对公路进行检修

本报讯 3 月 20 日，记者从印

江“地标引领·梵茶出境” 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 印江茶园面积达 37 万

亩，走上了规模发展之路。

据介绍， 印江县发展茶产业历

史悠久， 是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

范区、全国生态示范县。 目前，印江

茶园面积达 37 万亩，其中投产茶园

21.6 万亩， 获有机认证茶园 5000

亩， 无公害认证茶园 16.48 万亩。

“梵净山翠峰茶” 获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梵净山茶” 商标被认定

为中国驰名商标。今年，印江着力打

造武陵山出口茶生产基地， 全力助

推“梵茶出境” ，不断提升梵净山茶

叶市场占有率， 让茶产业真正成为

富民兴印的重大经济支柱产业。

推动茶产业规模化、 标准化、

市场化、品牌化发展，努力走出一条

茶产业转型发展新路。 （简冰冰）

印江举行“地标引领·

梵茶出境”新闻发布会

生产有机茶叶

推动茶农致富

这辆大货车 16次被抓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