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 月 10 日清晨 6 时 30

分左右， 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降生

一只雌性小华南虎， 但是其出生不

久就被虎妈妈弃养。

“10 日早上我来到虎园上班，

刚走到产房门口就听见有幼虎的叫

声。 ” 华南虎饲养员李万菊介绍，她

进去一看，一个深棕色、毛茸茸的小

家伙已经降生了。

动物医生刘义琼很快赶来，看

到小家伙闭着双眼，体长约 20 多厘

米，体重 750 克左右，非常可爱。 刘

义琼发现，“虎妈妈” 有弃仔的表

现，原因可能是这只“虎妈” 第一次

生育，没有哺育经验。 刘义琼从 2月

10日上午接手虎宝宝， 一天 24小时

都要看护着它， 困了只能打个小盹，

比带个娃娃还辛苦。

据了解，大约一个星期后，虎宝

宝的双眼就能睁开一条缝， 满月后

基本能全部睁开， 体重也将增加不

少。 同时，园方将逐渐改变它的食物

结构，逐渐喂食牛肉末并断奶。

（本报记者 曾秦）

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小华南虎出生即被“虎妈妈”弃养———

医生当“虎妈” 守护虎宝宝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贵阳市城

管局获悉，为进一步规范贵阳市渣

土运输市场秩序， 推进 “绿色渣

运” 工作，遏制渣土运输车辆超载、

超速、超限及抛撒遗漏、扬尘污染

等行为。 从 3 月 1 日起，贵阳市二

环以内只允许 U 型货箱带自动软

蓬密闭环保装置的运输车辆从事

渣土运输。

按照《贵阳市关于加强渣土运

输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贵阳市

渣土运输车辆行业专用功能规范》

的要求，老式渣土运输车辆如需继

续使用，车辆货箱须加装自动软蓬

密闭环保装置。 新增渣土运输车

辆，货箱须选购 U 型货箱，并带自

动软蓬密闭环保装置。 2018 年 3 月

1 日前为二环内运营过渡期， 该期

间允许已完成密闭装置加装工作

的老式渣土运输车辆在二环内从

事渣土运输工作，未按照《贵阳市

渣土运输车辆行业专用功能规范》

加装自动软蓬密闭环保装置的渣

土运输车辆一律禁止在二环以内

从事渣土运输。

过渡期后， 二环以内只允许

U

型货箱带自动软蓬密闭环保装置的

运输车辆从事渣土运输，同时市生态

文明委、市交委、市城管局、市住建

局、市公安交管局五部门将严格按规

定联合开展执法检查。

（本报记者 杨皓钧）

2 月 12 日，苏宁控股集团董事

长张近东一封温暖的家书， 让一场

“春节不打烊” 的 “快递春运” 和

10 万名为之服务的快递小哥显现

在聚光灯下，引发网友纷纷点赞。正

如这封家书中所说，“这个春节，你

们是最温暖的力量。 ”

这两天， 尽管各行各业都在陆

续放假， 但苏宁物流的快递员却仍

奋战在苏宁覆盖全国的两万多个快

递网点中、穿梭在每一条大街小巷。

为了保障春节期间快递“不打烊” ，

一部分快递员依然要坚守岗位，保

障每一个用户包裹的准时抵达。

这群在万家团圆的时刻离家忙

碌的快递小哥们， 最让张近东牵挂，

他专门写下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书，

“我代表全集团为你们点赞！ 感谢大

家在春节期间依然坚守岗位、辛勤付

出。 同时，我们还要向那些在背后默

默支持我们的家人们说声感谢！ ”

一直以来， 张近东始终推崇

“服务是苏宁的唯一产品， 是企业

发展的生命” 。 因此，每当双十一、

春节等“大忙” 时刻，他都会要求苏

宁员工全力以赴地保证服务质量不

打折。在张近东看来，苏宁服务向来

没有双重标准， 即使是节假日等大

忙的时候依旧如初。 “因为用户始

终在期待着我们为他们带去的每一

次体验。 ” （广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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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燃气集团温馨提示

尊敬的燃气客户：

春节将至
，

贵州燃气集团
（

服务热线
96977

）

温馨提示您
：

勿忘家中燃气安全
！

使用燃气时要有人照看
，

家中用气区域须保持开窗通风
。

建议客户于节前对连接
灶具的胶管进行检查

，

若胶管老化
，

需立即更换燃气专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

外出时
，

请
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

。

此外
，

燃放烟花爆竹
，

请远离燃气设施
，

防止事故发生
，

确保
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

一旦发现燃气泄漏
，

请立即关掉燃气总阀
，

打开门窗并熄灭所有火种
，

切勿在室
内启闭电器开关

，

到室外安全地方拨打贵州燃气集团服务热线
96977

报修
。

祝您新年快乐
，

阖家团圆
！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2 月 12 日

燃气客户服务热线：96977

尊敬的广大客户（墓主）：

春节期间，由于扫墓的人流、车流密集，有限的停车

位不可能满足大量车辆停靠，加之进出路口拥挤，我公

司现特提示广大客户（墓主），并请给予配合，谢谢！

1、绿色出行，尽量乘坐公交车到金钟桥站下车，为

减少拥堵，尽量不要自己开车来，避免发生进不来出不

去的情况。

（28路、29 路、47 路、221 路、237 路均可到达）

2、在不堵车情况下，我公司有专车接送。

接送点：金钟桥 -�墓园往返

3、自驾车辆可由贵黄公路大凹匝道口进出。

4、错峰祭扫：

初一（宝山区、 洪福区、 福寿区）

初二（涌金一区 - 涌金八区）

初三 （涌金九区 - 涌金二十二区、 天龙区、 水东

区）

5、提倡文明鲜花祭祀，墓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请

注意安全，禁止一切不文明不安全事宜。

恭祝广大客户新春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思亲园公墓 2018 年春节扫墓

温 馨 提 示

贵阳思亲园墓园有限公司

2018年 2月 12日

本报讯 来自贵阳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的最新消息， 由贵阳市城管

局报送的《贵阳市公共厕所专项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已经

过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2018 年，贵

阳市将完成 200 座公厕提升改造，

并用三年时间， 每年打造一批示范

性样板公共厕所。

据悉， 贵阳市此次开展公共厕

所整治专项行动， 旨在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 的指示精

神， 不断加强公共厕所的软硬件建

设， 促进全市公共厕所建设管理水

平整体提升。

《方案》明确，2018 年完成 200

座公共厕所提升改造，2019 年及

2020年对未实施改造的公厕分批进

行整治，同时边整治、边验收，用三

年时间，建设一批示范性公厕、整治

现有公厕、 规范公厕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

根据《方案》，今年起，将由各

区（市、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为

主并牵头， 在本辖区人流集中的区

域， 每年选址建设改造示范性样板

公厕 3—5座。 示范性样板公厕将在

参照一类公厕功能设计的基础上，

增加设置负压装置、除臭系统、第三

卫生间、残疾人专用、儿童专用等功

能设施， 同时引入无线

WIFI

、

ATM

机、快速收发点、自助售物机等便民

设备，拓展公厕使用功能，有条件的

可以设置环卫工人休息室。

与此同时，将按照公共厕所的分

类，分别逐年对配套公厕、环卫公厕、

对外开放公厕进行治理。 其中，原则

上 2020年前完成现有 821座配套公

厕的提升改造；并分期对现有的 605

座环卫公厕进行全面提升改造。

《方案》规定，在公厕提升整治

的过程中，要按照管治同步的要求，

做好现有公厕的管理及考核工作；

对每年完成提升改造的公厕， 强化

管理措施，将其纳入日常检查、考核

范围，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贵阳开展公共厕所整治专项行动———

200座公厕今年将提档升级

还将建设一批有WIFI、ATM机、自动售货机的示范性样板公厕

【配套公厕】辖区内公共活动

区、城市商业街、文化街、机场、火车

站及汽车客运站、公交始末站、文体

设施、集贸市场、展览馆、公园、旅游

景点等公共场所配套建设的公厕，

针对数量不足、设施不全、外观陈旧

的情况，实施提升改造，公厕提升后

不低于二类（或 3A）标准。

据百度文库刊载的国家二类公

厕标准为：平面布局合理，分设管理

间和工作间；水、电设施齐全，管道

不暴露；无害化处理化粪池；独立红

外线（或脚踏式）冲水蹲位；1.8 米

高防火、防腐蚀隔断及隔断门；墙面

粘贴瓷砖到顶，防滑地面砖；设置洗

手盆、面镜、手纸盒、废纸篓、挂衣

钩、显示无人门锁等；无妨碍设施通

道、残疾人座位及呼叫器齐全；公厕

指示牌、标志牌等规范齐全。

【环卫公厕】贵阳市将对现有

的 605座环卫公厕分期进行全面提

升改造。一是完善公厕内部设施；二

是规范设置公厕指示标识牌； 三是

进一步强化管理机制， 利用公厕资

源， 引入社会资本及专业公司参与

公厕管理。

【对外开放公厕】由区（市、

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牵头，以社

区为主， 对辖区鼓励性对外开放公

厕进行提升改造。加强宣传，号召辖

区大中型商场、餐饮场所、娱乐场所

及其他公共建筑内的厕所， 繁华道

路及人流量较高地区单位内的厕

所，向路人开放，同时引导管理单位

完善内部设施、做好清洁工作。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相关链接

现有公厕将这样改造

本报讯 日前，2018 年中国中

小学生跆拳道邀请赛暨贵州赛区王

中王争霸赛在贵阳顺利落幕， 大赛

竞技组 96 个级别和品势组共决出

88个“王中王” 。

据悉， 本次跆拳道赛事由全国

中小学生体育协会跆拳道分会贵州

省发展推广管理委员会主办， 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共千余名中小学跆

拳道运动员参加，获得“王中王” 称

号的优秀选手将代表贵州参加全国

中小学生联盟跆拳道总决赛。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昨日上午，2018 贵阳

市第二届“韦星” 杯少儿围棋赛在

贵阳棋院开赛， 来自我省各地的

128 名选手按照年龄分成两个组别

比赛。

本项赛事由贵阳市体育局主办，

世界冠军唐韦星九段赞助。比赛分两

个组进行： 即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的为一组；

201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为一

组。 比赛共进行九轮，各组均采用时

间共用制，双方共用时限 90分钟，到

时读秒，30秒一步棋。 各组均设一等

奖 2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

其中，一等奖奖励 800 元书卡；二等

奖奖励 500元书卡；三等奖奖励 300

元书卡。各组前 2名棋手还可参加世

界冠军唐韦星的指导棋。

（本报记者 刘传海）

贵阳百余娃娃

赛围棋

学生跆拳道赛

决出“王中王”

张近东为

“快递春运”点赞

下月起 渣土车要这样才能上路

闭着双眼的小虎妞

给小虎妞喂奶

■新闻速递

二环以内只允许 U 型货箱带自动软蓬密闭环保装置车辆从事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