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韵女士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在花

溪区花溪公园旁捡拾一名女婴， 取名叫李

星妤，估计出生日期 2016 年 12 月 3 日，身

体健康。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

效证件速与刘韵联系。

联系电话：15185090176

寻弃婴生父母公告

10月 11日，气温骤降，市民身着长衣长裤出行 徐其飞 摄

本报讯 受冷空气影响， 贵阳昨

日 15 时的气温比 10 日同时段低了

4℃，比 9日低了 11℃。 据市气象台消

息，未来几日，贵阳阴天小雨，气温将

继续下降。

从全省范围来看，受冷空气影响，

我省气温下降明显。 与 10 日 8 时比

较，11 日同一时间段， 中部以北地区

气温普遍下降 4～7℃。 降温天气还伴

随降雨，10月 10日 8时至 11日 8时，

织金、黔西、关岭、晴隆 4 县城出现暴

雨， 大雨以上降水主要集中在遵义市

西北部、毕节市东部、安顺市西北部、

贵阳市西北部、黔西南州中西部地区。

预计 11 日夜间到 12 日白天，省

的北部地区中雨，个别乡镇大雨。省内

其余地区阴天有小雨，气温继续下降。

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 省的南部地

区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 其余地区

阴天有小雨。 13日夜间到 14日白天：

省的南部地区阴天， 省内其余地区阴

天夜间到早晨有小雨。

预计贵阳市 11日夜间到 12 日白

天，阴天有小雨；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

天， 阴天；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阴

天， 气温下降；14 日夜间到 15 日，阴

天有分散阵雨；16 日到 17 日，阴天有

小雨。 （实习记者 李思苑）

本报讯 从 2017 年 10 月

起， 贵州省福泉市将全面上调

村级干部工作报酬， 使得村干

部收入月超 3000 元，增幅 1000

元以上。

9月 30日， 贵州省福泉市

两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建强村

（社区） 干部队伍决胜脱贫攻

坚的实施意见》， 明确从 2017

年 10 月起，全面上调村级干部

工作报酬。

按照新出台的涨薪政策，

村“两委” 副职（村副支书和

村委会副主任）及文书工作报

酬从此前每月 1900 元上调到

3005 元；村“两委” 正职（指村

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工作报酬

从每月 2100 元上调到 3242

元。另外，凡获 1 次州级以上表

彰或连续 2 次获得县级表彰的

即可享受 3955 元每月的乡镇

副科级干部经济待遇；村（居）

小组长工作报酬也从每月 200

元提高到 500 元。

“村‘两委’ 正、副职工作

报酬就是参照该市现行标准

下， 事业单位管理八级和管理

九级岗位人员工资（职务工资、

级别工资、基础性绩效）测算出

来的。 ” 福泉市有关人士称，上

调村级干部工作报酬， 是为进

一步激发村级干部在脱贫攻坚

一线的主体作用发挥， 经福泉

市委、 市政府认真研究后提出

的。另外，福泉市此次增调了 81

名村干部， 并明确用财政收入

为村干部购买不低于 20 万元

的人身意外伤害险、 以及每年

必须进行体检等福利。

据了解， 福泉市去年财政

收入 24 亿元，在村级干部调资

上， 在原来基础上每年将增加

支出 880余万元。

得知工作报酬上调的消

息， 牛场镇双龙村党支部书记

钟平祥表示，这是福泉市委、市

政府关心基层村级干部的具体

表现， 这让他们干工作更有盼

头和希望。

（吴滨 本报记者 张仁东）

福泉村干部

工作报酬上调

月收入超3000元，增幅1000元以上

地理标志是国际通行的一项

知识产权制度，在贸易中，它是质

量、特色、信誉的保证，换句话说，

一个地方的产品拿到了地理标志，

含金量就会得到提升、认可。

如正安县， 实施地理标志保

护前， 正安白茶只能卖 8000 元 /

公斤，正安娃娃鱼只能卖 400 元 /

公斤，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后，价格

分别增加到 16000 元 / 公斤、800

元 /公斤。

贵州百姓所熟知的修文猕猴

桃， 自 2014 年 12 月获批保护以

来，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目前已达

16 万亩，居世界第五、全国第三，

产量 7 万吨， 产地均价达 30 元

/kg，比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前每公斤增加 5 元， 总产值达

10.7 亿元， 比获得保护前增长了

5.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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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贵州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在

贵阳召开，会上透露，贵州已有 118

个产品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产品

保护数位列全国第 4位。

据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是指产自特定地域， 经审核批准以

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 它是产

地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传承的物

质载体，是优良品质的代表。比如贵

州茅台酒，是典型的地理标志产品。

贵州省质监局的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贵州把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作为质量提升、品牌打造的重要

抓手，作为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下最大力

气推动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发展，做

大做强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促进地

理标志产品产业与精准脱贫相结

合，有效提升地理标志产品价值，取

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一是保护规模逐步扩大。 截至

目前， 贵州已有 118个产品获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较“十一五”末增加

了 3 倍， 产品保护数位列全国第 4

位。从全省区域分布看，遵义市居首

位，获准保护产品有 29 个；黔东南

州有 16个；六盘水市有 15 个；黔南

州有 12 个； 安顺市和毕节市各有

11个；黔西南州有 8个；铜仁市有 7

个；贵阳市有 6 个；威宁县有 2 个；

仁怀市有 1个。 有 184 家企业获准

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二是保护类别更加丰富。 保护

产品涉及酒、茶、中药材、果蔬、粮

油、畜禽、加工食品、工艺品等 8 大

类产品。

三是精准助力脱贫攻坚。 实施

地理标志保护， 有效增加了我省特

色产品的附加值， 全省涌现出一大

批致富茶、致富果、致富米、致富药、

致富酒、致富猪，精准帮助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

四是示范建设引领发展。 今年

6 月， 我省首个国家级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示范区（都匀毛尖茶）获批

准成立。与此同时，正安县获批创建

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德江县、六枝特区、黔西南州、印江

县等 4家地方政府正在开展省级示

范区创建工作。

五是推动质量品牌提升，全省

涌现出不少产业带动能力强、市场

占有率高、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有一

定知名度的地理标志产品。 形成了

以贵州茅台酒、都匀毛尖茶等为代

表的一批具有国际国内知名度的地

理标志产品品牌，地理标志产品直

接年销售额近 600亿元。

记者了解到， 我省将全力推动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力争到 2020

年，全省地理标志产品达到 150 个，

国家级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达到 5

个， 省级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达到

10 个，推动我省优质农产品黔货出

山，让更多的“黔货”拿着地理标志

产品这张“国际通行证”漂洋过海、

风行天下。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本报讯 昨日， 贵阳水务 （集

团）有限公司发布停水公告：为配

合地铁 2 号线施工， 需对供水干管

实施迁改。 10 月 13 日（星期五）9:

00 至 24:00，贵阳城东的富源路等 5

条路段、 二戈寨和龙洞堡 2 大片区

将停水 15小时。

具体停水区域为：富源路沿线、

东站路、油榨街（贵钢 - 永江仪表

厂段）、园林路、青年路（东宝花园

一侧）、 二戈寨片区、 龙洞堡片区

（贵阳市委党校、贵阳学院、银行学

校、老干妈等）。

贵阳水务集团温馨提示， 由于

现场施工条件复杂， 恢复供水有可

能延时， 请相关区域的居民提前做

好蓄水准备。如提前通水，恕不另行

通知。 供水服务热线：96015。

（本报记者）

包括贵州茅台酒、都匀毛尖茶等

贵州百余产品获地理标志保护

地理标志提升产品含金量

◎ 相关链接

贵阳降雨降温将持续

城东7个区域

将停水15小时

本周五 9 时至晚 24 时：

本报讯 10月 10日， 云岩区公

安交管分局启动“夜网行动” ，严查

夜间交通违法行为。行动首日，共查

处酒驾、 涉牌涉证等交通违法行为

近百起。

为整治夜晚交通违法行为，预

防道路交通事故，从 10 月 10 日起，

云岩公安交管分局启动 “夜网行

动” ，在辖区二环、中环、市区设置

十个卡点，针对机动车酒驾、毒驾、

超员，四类重点车辆（两客一危和

重型货车）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不

按规定车道行驶，摩托车骑行多人、

未佩戴头盔等行为开展集中整治。

据统计，行动首日，云岩交警共

查处大型货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

违法行为 55 起，涉牌涉证交通违法

行为 5 起，酒后驾驶 4 起，不按规定

使用灯光处罚 17 起，依法暂扣摩托

车 6辆。

民警表示，“夜网行动” 还将持

续开展。 （本报记者 李强）

“夜网行动”

专查交通违法

行动首日，云岩交警查

处违法行为近百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