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 月 15 日， 贵州省旅

游行业千家企业万名员工诚信经营

优质服务公开承诺仪式, 在 9 个市

州和贵安新区同步举行，其中，贵阳

市 300余家旅游企业代表在青岩古

镇举行仪式，承诺诚信经营，公平交

易。

据悉， 全省计划推广旅游购物

退货试点， 对旅游违规违法行为

“决不护短、决不手软” ，让游客真

切感受到贵州景观在提升、 服务在

提升、文明在提升。同时贵州省还将

设立全省旅游行业“黑名单” ，被吊

销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负责人及主要

涉事人员 5年内不得在贵州注册旅

行社、导游证。 （陈问菩）

千家旅游企业

承诺诚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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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用最短时间在不碰触

障碍物的情况下， 运回尽可能多的

货物。昨日，贵阳晚报小记者团开启

“能力风暴” ，16 位晚报小记者先

参观机器人后亲手拼装并进行同场

竞技，与机器人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利用钢琴机器人弹奏出儿歌

《粉刷匠》；操控“大力机器人” 像

夹娃娃机一样夹起乒乓球；通过测

距和调控， 精准 Play 手游 “跳一

跳” ； 巡线小车不用人遥控就能行

进并搅动风车、升降大桥……活动

一开始，领队老师娜娜便带领小记

者们逐一参观起了展厅内的多款机

器人。

“机器人不一定每一个都长得

像我们人类。 只要是思考的机器，

都可以称为机器人。 ” 娜娜老师通

俗地解释道。

之后一个三岁的“小朋友” 出

现在了人群里。“小宝” 机器人刚一

露面便引起了小记者们的围观。 请

小宝唱歌、跳舞、算算术、回答问题、

做鬼脸，无数个口令发出，令小宝应

接不暇。

看完了部分机器人的展示，小

记者们四人为一组， 开始进行机械

车和机器手臂的拼装。 无数种零部

件，没有图纸参考，小记者们发挥创

造力比拼动手能力的时刻到了。 为

增加抓取时的摩擦力， 省府路小学

三年级的周子琦在加粗手臂的同

时，在“爪子”上增加了小轮胎。 同

样是手臂， 同校的的张苡榕则最大

限度地将爪子做大， 并反复试验抓

取的数量。 运货小车是做长还是做

高， 四组小记者也是明显地分成了

两派。 有的像盖房子似的不断垒高

固定；有的则前后相连，从中衔接。

“我找到诀窍了，再比一次，我

们不一定会输。 ” 无缘冠军的小记

者杨菁茁说。

“我从旁观察，发现孩子一直

很专注、很投入，充满激情。 ” 甲秀

小学四（7）班李析橒的妈妈张女士

在活动结束后表示， 机器人拼装能

锻炼孩子的空间思维和动手能力，

而同场竞技，又能增强孩子的团队

协作和与人交往的能力。 整场活动

下来，孩子收获满满。 作为晚报小

记者团的忠实参与者， 他们今后将

一如既往地支持并积极报名参加活

动。

（本报记者 孙维娜 王弘扬 ）

晚报小记者 拼装机器人

开启“能力风暴” ，与机器人来一次亲密接触……

本报讯 来自省民政厅的消息，

截至 2017年底， 全省 60周岁以上

老年人口总数已达 573.5 万人，老

龄化率达 16% ， 老年人数量比上一

年增加了 19.3万人。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贵州早在

2003年就已迈入老龄化社会，10多

年来我省老龄人口增长很快，特别

是从“十二五” 开始进入了老年人

口增长的高峰期。 贵州又是典型的

“未富先老” 省份，受家庭小型化和

青壮年劳务输出的影响，城市空巢

老人和农村留守老人比例急剧增

长，城乡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趋

势明显。

近年来，全省各级民政部门不

断探索具有贵州优势和特色的养

老服务业发展新路，省委、省政府

先后出台一系列支持养老服务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全省建成并投入

使用 4200 多个农村幸福院， 覆盖

全省所有乡镇，为农村老年人提供

就餐、 文化娱乐等互助养老服务；

建立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站）1051 个、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 369 个，基本实现城市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 今年，全省

还将建成 200 个城镇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和 300 个农村互助

幸福院。

“十二五”以来，我省投入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 50亿元，全

省投入运营的城乡养老机构有

1036所，社会力量运营的养老机构

占比达到 20.37% ；基本建成覆盖农

村所有乡镇的供养机构网络， 供养

床位基本满足全省农村五保特困人

员的集中供养需求。

在医养结合方面，截至 2017年

底，贵阳市、铜仁市、遵义市列入国

家医养结合试点单位， 全省 92.5%

的养老院与医疗机构合作开设了

“绿色通道” ，内设医疗机构的养老

机构达到 396 家，占总数的 38.2% 。

6个市（州）、81个县（市、区）建立

80周岁以上高龄津贴制度，年发放

津贴 3亿元以上。 全省大部分政府

投资的旅游景点、公园等实现向 60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开放。

下一步，我省将围绕“把贵州

打造成为全国养老基地、世界关注

的养老市场” 的目标，打造康养融

合、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省级示范

基地，建立“住、养、医、护、康” 五

位一体的养老服务新模式，进一步

完善与省情、社情、民情相适应的

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满足老年群体

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

求。

（本报记者 曾秦）

老人比例急剧增长，城乡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

贵州老年人口 总数达570万

本报讯 由于息烽南互通立交

建设施工， 从 4月 15日中午 12时

起，贵遵高速息烽至久长 1303公里

路段封闭施工，车辆需借用便道通

行。据了解，施工期预计将持续 4个

月。

据贵阳市高速支队一大队民

警介绍，此次施工需要封闭的路段

为 1302公里加 700米至 1303 公里

加 500米， 遵义往贵阳方向车辆行

至此处需右转驶入施工便道借道

通行。 同一路段反向久长往息烽方

向主道预计也将在两日后封闭施

工，同样需要借用临时建设的便道

通行。

民警表示，贵遵高速公路封闭

施工，临时建设的便道约 800米，双

向 4车道。 因借道通行车辆需提前

减速，加上贵遵路车流量很大，施工

路段通行能力将受影响，很可能会

出现缓行。

该路段预计施工期在 4 个月，

道路恢复通行时间，交警部门将会

及时公布。 （本报记者 李强）

行驶贵遵高速车辆 借用便道通行

息烽南互通立交开始施工

本报讯 4 月 15 日， 贵阳市六

医、 贵阳爱尔眼科医院等来自全省

各地的 102家非公立医疗机构在贵

阳市六医成立贵州省非公立医疗机

构协会。

协会组委会介绍， 该协会是由

贵州省依法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的非公立医疗机构、 相关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团体等有关组织自愿组成

的全省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团

体。 在省民政厅、省卫计委、中国非

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指导帮助下成

立。当天协会审议了相关制度，并选

举了协会会长、副会长、理事等协会

负责人。

贵阳六医院长康正茂当选贵州

省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会长， 他说

协会将充分发挥好与政府的桥梁作

用， 依法维护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合

法权益， 享有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

的法律地位和办医自主权。

（本报记者 孙征康）

贵州非公立医疗

机构协会昨成立

■新闻速递

本报讯 4月 15日，贵州大学人

民医院在省人民医院正式挂牌成立。

2016 年贵大医学院已经挂靠

其他学科招收了 8名博士生， 并于

2017 年对本科、硕士、博士生进行

全面招生。

挂牌仪式上，省教育厅、省卫计

委、贵州大学、省人民医院的相关负

责人，贵州大学、贵州省人民医院的

师生代表 350余人参加了挂牌仪式。

据悉，2015 年 12 月 29 日，根

据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为贯彻

落实《贵州省大健康医药产业发展

六项实施计划》， 在省教育厅和省

卫计委的大力支持下， 贵州大学与

贵州省人民医院签订战略框架协

议， 双方合作举办贵州大学人民医

院，搭建医、教、研平台，强化学科建

设、加快人才培养、提升创新能力，

携手打造一流的医学人才培养基地

和医学科技创新中心。

据了解，贵州大学医学院在专业

设置上将立足本土、服务贵州，更加

“接地气” 和别具特色，以培养护理

人才及贵州农村城镇全科医生为基

础，以培养贵州省医疗卫生大健康及

智慧医疗人才为目标。 2016年贵大

医学院已经挂靠其他学科招收了 8

名博士生， 并于 2017年对本科、硕

士、博士生进行全面招生。

相关领导表示，省医要以贵州

大学人民医院挂牌为新起点， 在学

院结合实现医教研同步发展， 要抓

紧申报临床医学专业、 要加大学科

交叉融合力度、 要注重学生人文素

质培养的希望。 （张梅）

与省人民医院合作，搭建医、教、研平台，打造人才培养基地

贵州大学人民医院昨日挂牌

本报讯 4月 13日,2018粤港澳

时尚商品(贵阳)购物节暨全国农副土

特产产品展在贵州省体育馆开幕。

据悉，此次展会引进了“粤港

澳” 三大地区时尚精品服装服饰商

品、家居床品、户外用品等，价格最

低至二折，而且还是专柜正品，让您

和您的家人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同

时还有全国农副产品，东北地区、宁

夏地区、新疆地区特色食品等，近百

种来自源产地的各地美食供您现场

免费品尝。

为了让广大市民朋友安心消费

的同时， 组委会在展厅入口处设立

现场服务平台和公平秤， 消费者购

买商品如出现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为消费者免去一切后顾之忧。 届时

展会前期有大量现场活动，4 月 16

日 - 27日， 凡属博浩 V IP 会员的顾

客， 凭 V IP 卡到现场即可免费领取

10 元代金券一张。 4 月 16 日 - 27

日，凡没办理博浩 V IP 会员的顾客，

活动期间携本人身份证到现场办理

V IP 卡，即可免费领取 10 元代金券

一张。 (本报记者)

粤港澳时尚商品

购物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