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不带现金、 证件

和卡片，也不必安装指定的单

一支付工具，市民只要一部智

能手机就能安全便捷地完成

所有常见交易、办理所有市政

公共事务……这样 “开放共

享、普惠全民” 的新型无现金

城市即将在贵阳成为现实。

2017年 6 月 16 日， 贵阳

市召开推动便捷支付工作动

员大会，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关于夯实大数据产业基础、完

善大数据商用和民用体系建

设的战略布局，在国家移动金

融试点建成投用贵州通安全

可信公共服务平台基础上，部

署向全市推广应用集成受理

二维码、市民云卡和便捷支付

块数据系统建设工作，正式启

动新型无现金城市的建设。

与其他城市依托单一支

付机构封闭垄断地建设无现

金城市的传统模式不同，贵阳

市便捷支付工作秉承 “开放、

包容、创新、共享” 的理念，在

机构受理场所放置贵州通集

成受理二维码， 既受理微信、

支付宝等第三方网络支付，又

受理银联与各银行的扫码支

付，还受理手机公交云卡等行

业虚拟证卡。 这个同时聚合受

理三大阵营支付工具的产品

模式是全国首创，市民不需更

换自己熟悉的手机支付工具

即可享受无现金收付款服务，

“有啥用啥、便捷舒心” 。

通过广泛布放贵州通集成

受理二维码和开通贵阳市民云

卡， 贵阳市便捷支付工作将在

市民和机构两侧架起“惠民服

务通道” 和“数据汇集通道” ，

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日常

交易无现金化的过程中汇集起

海量的便捷支付块数据， 成为

贵阳市委市政府夯实商用和民

用大数据产业的重要抓手，推

动贵阳市大数据发展成果不断

惠及全体市民。（陈旭）

贵阳打造新型无现金城市

日常交易，一部手机搞定———

本报讯 日前，省教育厅、省发

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制定了《贵州省全面改薄等

教育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据悉，全面改薄等教育工程项

目， 涵盖基础教育和中职教育领

域，包括全面改薄、城镇义务教育

学校、幼儿园、普通高中、中职学

校、教师周转宿舍等项目，分为校

舍建设和设施设备购置两类。 该

《办法》对项目管理、质量保障等

多个方面进行详细规定。

项目招标采购产品要进行

质量检测和验收， 坚决杜绝假冒

伪劣产品， 严禁未经检测验收或

检测验收不合格的产品进入到学

校。 奖惩机制方面， 我省将评估

结果和督查情况作为下一年度专

项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对重视

全面改薄等教育工程项目工作、

努力增加地方投入、 项目实施效

益显著的， 给予奖励性支持；对

项目长时间未开工、 未拨付使用

资金或造成资金沉淀结转结余

的， 收回专项资金； 对工作推进

不理想、 项目未按期发挥效益或

虚报谎报项目推进进度的县，调

减乃至停拨下一年度中央和省级

专项资金。

（本报记者 胡颖）

我省制定“全面改薄等教育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杜绝“问题产品”进入校园

“6·16” 是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白云区相

关部门以“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为主题，在区文化宫广场设立了 1个主会场，11

个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服务中心分别设立了

分会场集中开展对安全生产、交通、消防、地质

灾害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安全操作、自救互助、

安全用电安全知识宣传。 杨敏

本报讯 受连日雨水冲刷，贵州

国省干线多条路段出现滑坡现象，

目前三路段交通中断， 过往车主需

注意绕行。

记者从贵州省公路局获悉，

G326 线 K107+650～+850（沿河县

黑水乡杨家坪）处因暴雨发生山体

滑坡，塌方体约达 1万立方左右。 因

塌方体过大且该路段属于滑坡地

段， 需专门制定抢通方案方能实施

抢通施工，预计 7 月 5 日 18 时方能

恢复通行。目前，该路段已经封闭施

工，过往车辆需要绕行，可从沿河上

高速，到达官舟 G326线 K130处。

同 时 ，G326 线 K147+600 至

K148+100（沿河县土地坳镇坝坪头

至土地坳煤管站）处也需要封闭，封

闭时间从今日起至 7月 30日， 共计

45天，过往车辆也需要绕行，可从沿

河官舟上高速至德江县荆角高速出

口下。

G552 望 谟 至 册 亨 公 路

K15+300 （油麦乡境内平卜桥往望

谟方向 2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导致

路基沉陷约 2 万方， 因该处地质情

况复杂，目前正尽快制定抢通方案。

恢复通行时间暂无法确定， 也无绕

行方案。 （本报记者 王芳）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贵州省公路

局获悉， 贵阳公路管理局在 9 月 30

日前，预计投入 3279 余万元，为 18

条公路（共计 46.59公里）“整容” 。

其中，Y002 花孟线、S101 贵红

线 、Z002 金蔡线 、X102 南桐线 、

X001 中广线（花溪区）、Y001 岔平

线（观山湖区）、S305 铜修线（开阳

县）主要“治内部” ，将对路基、路

面、排水、涵洞、交安设施等进行修

整；狗翁线（观山湖区）、中广线、花

孟线、花磊线、精石线（花溪区）、贵

烟线、清水线（清镇市）、三高线（云

岩区）、云开线、新旧线（乌当区）、

贵开线则对路面进行“整容” 。

据介绍， 此次大中修公路共计

46.59公里，预计投入 3279万元。 目

前，已进入施工单位招投标阶段。

（本报记者 王芳）

投入3000余万元

为18条公路整容

贵阳公路管理局：

三路段滑坡

车辆注意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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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茅台收藏馆“老酒变现抽大奖” 活动传喜讯———

成交就可中奖 2000 元现金大奖不断产生

�����“2000 元现金大奖不断产生！ ” 连日来，在贵阳天

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 北京茅台收藏馆举行的老酒

变现活动喜讯不断。 6 月 11 日，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

一等奖，奖金 2000元现金，连日来大奖不断产生，卖完

酒还可以抽到 2000元大奖这样的好事到哪里去找。

高价收购政策不变 还有机会抽大奖

11 日上午，钟先生是将家中一瓶 1982 年的老茅台

酒拿到现场请专家鉴定，钟先生说，“因为专家的评析

很客观，加之收藏馆开的收购价格高，就决定把酒卖给

这里，没想到又抽中了 2000元大奖。 这样的好事太难

得了。 ”

主办方为了进一步答谢市民对收藏馆的信任和支

持，前来收藏馆将老酒变现的市民，一旦成功变现金额

在 5000元以上， 均可参加主办方组织的现场抽奖，赢

取 200元至 2000元不等的现金。

举办抽奖程序是，变现后在现场抽奖箱中抽取，根

据抽中的奖券具体奖金数额，当场兑付现金。每天设一

等奖一名，奖金 2000 元；纪念奖名额不限，凡是参加

抽，必有奖金 200 元。 “开展 10 多天来，已经有 100

多名市民变现后抽中数额不等的奖金， 每天虽然设有

一个一等奖名额，但之前还没有市民抽中，这次钟先生

成为第一个大奖得主， 打消了市民对抽奖活动的疑

虑。 ” 之后大奖就不断产生。

2000元大奖等你来拿 及早变现绝不吃亏

主办方表示， 北京茅台收藏馆的老酒收购价格至

少高出行业平均水平 30%。 这一固有的的优势不会改

变。 一等奖每天只有一名，变现时间越早机会就越大。

注：本活动只在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进行。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路

黔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13765080218�

本报讯 近日， 贵阳市委组织部按照培训

计划，对我市各区(市、县)党委组织部分管领导

及工作人员、部分市直机关（单位）组织人事

部门负责人开展了为期 3 天的公务员管理业

务能力提升培训班。

省委组织部、 省人社厅及市直相关部门经

验丰富的相关工作者围绕公务员考试录用政策

与实践、公务员管理工作政策解读、大数据相关

知识、 现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解读等内容

对学员进行集中授课。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开展

了分组讨论、集中交流发言等多种形式的学习。

（本报记者 衣琼）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拟就贵阳日报传媒

集团 Web 应用防火墙采购项目进行国内公

开招标。 现邀请合格的投标人提交符合招标

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

一、项目概述

为保护我单位现有 WEB 应用免受攻击，

根据我单位实际需要， 现需采购 WAF 设备一

台；同时供应商需在我方现场建立备机，在设备

的使用期内提供一台独立备机， 备机放置于我

方指定区域，并且定期进行测试，作为突发状况

下的应急。 实施地点均为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报

业大楼。 请按照如下需求进行投标：

1.硬件设备：

1)WAF设备 1台。

2)WAF备机设备 1台。

2.售后服务：比选人须提供每季度 1 次现

场巡检服务并提交巡检报告。

二、投标人必须符合的条件

投标人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且符合、承认并承

诺履行招标文件各项规定的国内法人和其他组

织（不包括在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的法人和其

它组织）。

同时还应具有以下特定条件的：

1.投标人必须为设备的原厂生产厂家或者

授权代理商， 代理商必须提供所涉及产品原厂

商的针对本项目专项授权和售后服务承诺函。

2.本项目不接受具有控股关系母、子公司

同时投标。

3.投标人中标后不得将中标项目分包或转

让给其他主体实施。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企业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佰万元以上。

三、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和办法

凡有意参加投标的供应商，请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至 2017 年 6 月 21 日在 《贵阳网公告

栏》（www.gywb.cn） 网上下载本项目招标文

件，无论投标人下载与否，均视为已知晓所有招

标内容。

四、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地点

投标文件递交时间：2017 年 6 月 22 日至

2017年 6月 29日（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贵阳市小十字报业大

厦 21楼网络技术部

投标截止时间：2017 年 6 月 29 日 10 时 00

分（北京时间），截至此时间未完成递交的投标

文件予以退回，此后递交的投标文件不予接收。

五、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吴丹

电 话：0851-85822602

��������地 址：贵阳市小十字报业大厦

邮政编码：550000

招标公告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2017年 6月 19日

本报讯 昨日，“世界院校招生

面试会” 在贵阳举办，包括悉尼大

学、多伦多大学等世界名校在内的

100 余所国外院校抢在了高考招生

报名前入筑“掐尖” 和“抢生源” 。

该场世界院校招生面试会吸引了

500余家长和学子进场咨询。

记者在现场看到，多数家长仍

然最青睐美国、英国学校，而澳洲、

加拿大等凭借“较低门槛” 也吸引

了不少咨询的家长。 主办方告诉记

者，高考后的学生及家庭成本场海

外招生会的主力军。 对即将面对选

择的家长和学生来说，高考后将国

外大学列入选择范围已成最好“退

路” 。 与此同时，“抢生源” 和“掐

尖” 也成了国外高校招生的主要任

务。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澳洲等国高

校采取“宽进严出”的方式是吸引她

的主要原因。“高考成绩不理想，又不

想让孩子浪费时间去补习，希望孩子

有机会选择较满意的大学继续努力，

所以会考虑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等较

容易申请国家的高校” 。

专家分析认为，之所以在高考

后选择留学，大部分原因是家长和

孩子对高考成绩不满意，期待申请

海外高校，摆脱高考失利阴影。

但一位家长表示，很多朋友都

将孩子留学纳入考虑范围，自己也

因此而感到茫然。 一位业内人士提

醒，在最好的校园里也会有学渣，并

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出国留学。 自

律性强、有目标的学生出国留学后

会变得更优秀，而自律性缺乏、不上

进的学生则可能适得其反。 家长应

该根据自己孩子的情况定夺，而不

要随波逐流。 （本报记者 王芳）

贵阳公务员

培训班充电

“世界院校招生面试会” 昨日举办：

百余所国外院校来筑招生

设12个宣传点

宣传安全知识

白云区相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