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11 日， 我省艾滋

病防治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全体

会议在贵阳召开。 记者获悉，我省

总体疫情排在全国第八位，属一类

疫情省份。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

全省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例传播

途径，经性传播的占 90.8

%

。

据介绍，我省艾滋病疫情呈现

4 个特点， 一是艾滋病新报告病例

数逐年增长，但疫情趋于平稳；二是

经性传播比例呈上升趋势，且成为

最主要传播方式；三是 60岁以上男

性病例报告人数比例上升较快；四

是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根

据 2017 年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数

据显示，我省总体疫情排在全国第

八位，属一类疫情省份，成为全国艾

滋病流行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据了解，根据我省遏制与防治

艾滋病“十三五” 行动计划的有关

要求，我省下一步工作的总目标是：

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和病人，有效

控制性传播，持续减少注射吸毒传

播和母婴传播，杜绝输血传播。 同

时，进一步扩大监测检测覆盖面，最

大限度发现感染者。 2018年检测人

数达全省常住人口的 22

%

以上，

2020 年检测人数达常住人口的

25

%

以上。 进一步提升艾滋病防治

知识知晓率， 增强防治意识， 力争

2020 年实现普通群众艾滋病防治

知识知晓率达 85

%

以上、 重点人口

和高危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达 90

%

以上的目标任务。

另外， 将加大预防干预力度，

减少新发感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

在防治工作中的积极作用，确保我

省“十三五” 时期艾滋病防治工作

目标。

（本报记者 张梅）

我省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例传播途径

超九成艾滋病病例经性传播

记者从不少毕业生家长口中得

知， 最近他们确实在考虑以怎样的

方式来感谢老师， 在大部分家长认

为，“谢师” 应该有一个度的把握，

不能攀比，心意到了就可以，表达心

意，并不一定要办“宴席” 。

“师生本应该是亦师亦友的关

系，毕业以后还能常联系，就是给老

师最大的宽慰。 ” 贵阳实验三中教

师刘楷表示，如果学生毕业以后，还

能想着给老师打个电话、发个微信，

一起聊聊天、谈谈心，他们就很开心

了。 如果还能在之后的学习和生活

中，给予更多的指导和帮助，他们会

更加满足。

刘老师认为，对孩子的教育是

终生的。 因此，家长和老师都应该

共同秉承着较为纯粹的感情表达

方式，不应该以物质的形式来物化

师生之间的情感。 如果向学生传递

以物质价格来衡量感恩的程度，很

可能会导致自身教育教学活动的

畸形。

本报记者 谢孟航 陈玲

示范创建人人参与 食品安全家家受益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市食药监

局获悉， 从 7月 14日至 9月 30日，

该局将联合市各区（市、县）市场监

管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约 3个

月的食品安全“你点我检”免费快检

活动。

据悉， 此次活动旨在充分发挥食

品安全快检技术快速筛查潜在风险的

特点，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目地是提升贵阳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维护贵

阳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7月 14日至 9月 30日， 市民可

将有购买来源的蔬菜、水果、食用油、

干制蔬菜、豆制品、畜禽肉、水产品等

食品、食用农产品，送至就近免费快检

点，对是否有非法添加物、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等适用快检技术的指标进行

初步筛查或定性检测， 检测结果可现

场或由工作人员通过电话、 短信通知

送检市民，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快检结

论。快速检测结果为不合格的，由现场

执法人员监督经营者先行下架， 退还

消费者购货款，同时，还将开展相关调

查，依法做好后续处置工作。

据了解，活动以各区（县、市）食

品快速检验车和超市、农贸市场快检

室为主要载体。 其中，快检车主要承

担消费者在活动点位附近购买送来

的产品快检任务；超市、农贸市场快

检室承担消费者在本超市或市场购

买的产品快检任务。免费快检活动本

月在观山湖区先行先试，7 月 14 日

将在观山湖区世纪金源购物中心广

场举行活动启动仪式，并同时开展免

费快检、现场咨询、受理投诉、伪劣产

品展示、歌舞表演、游园活动等。

其他区（县、市）将从 8月份陆

续开展该项活动，各区（县、市）在活

动期间，每周将至少安排 1天为“快检

开放日”，免费为市民带来的有购买来

源的产品进行快检，并接受社会监督。

同时， 贵阳市食品安全监管系

统人员将在现场向市民介绍快检服

务的目的和范围， 为群众解答食用

农产品、食品药品监管方面的疑问，

倾听了解群众关于食品安全现状的

意见、建议和需求。

（本报记者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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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目前， 正值高考和中

考录取升学的关键节点，7 月 11

日，省纪委下发通知，重申严禁违

规操办“升学宴” 、“谢师宴” 。

《通知》要求，教育和体育系

统广大党员干部及国家公职人

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发挥

表率作用， 在子女升学期间，带

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重

申“四个严禁 ” ，即严禁违规操

办“升学宴”“谢师宴” ；严禁利

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借子

女升学之机违规收受礼品 、礼

金、消费卡等款物 ；严禁使用公

款报销或者向有利害关系的单

位和个人转嫁应由个人支付的

操办宴席、 子女入学等费用；严

禁用公车接送子女入学、游玩。

同时， 明确要求各监督单位通

过对今年干部职工子女初高中毕业

的情况进行统计梳理， 采取提醒约

谈、签订《承诺书》等方式有针对性

开展好预防提醒教育， 强化纪律规

矩意识。 重点督促教育系统对教育

主管部门和学校强化对教师的教育

引导，自觉抵制违规操办、参与“升

学宴”“谢师宴”等不良风气。

《通知》还要求，纪检监察

部门要畅通信访举报渠道，拓宽

问题线索来源，发挥群众监督作

用，加大检查督导力度，重点盯

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看好

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这个

重点，对领导干部违规大操大办

“升学宴”“谢师宴” ，借机敛财

等顶风违纪行为。 严格按照“越

往后执纪越严” 的要求，严查重

处，通报曝光。 对违规操办“升

学宴”“谢师宴” 问题突出或造

成严重影响的， 实行 “一案双

查” ， 既追究当事人责任， 又追

究相关领导责任。

（本报记者 谢孟航 陈玲）

严禁违规操办“升学宴”

省纪委下发通知再次重申———

本报讯 2018 届高考， 贵阳六中

600 分以上 77 人，比 2017 届增加 60

人。 毛婉怡同学以 674 分排全省 166

名，英语 141 分，数学较一模提升 40

分。 仅高三（5）班 600 分以上就有

38 人。

据介绍，贵阳六中 2018 届学业水

平考试全科优良率 88.1%，较 2017 届

提升了近 20个百分点。高考英语听力

满分人数由 2017 届的 23 人上升至

2018 届的 148 人，净增 125 人；中加

班有 8人上 600分。采访中，当年以配

额进来的陈香玲同学说：“六中让我

完成了飞跃。 ” 初中从永乐中学毕业

的王彦凯同学，中考文化分为 486 分，

高考为 641 分，提升了 155 分，仅英语

就提高 46分。

据悉， 贵阳六中针对客观教育情

况，因人施教。该校发挥优势学科的强

项带头作用， 在小尖班、 踩线班上发

力。老师注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不

论是哪一类班级的开班典礼， 校长魏

林都会亲临现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

讲，为学生加油、鼓劲，挖掘“踩线班”

学生的最大潜能。 2018 年高考，贵阳

六中与市一模比较，“踩线班” 人均总

分提升 101分。 （本报记者）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工商

局获悉， 根据该局 12315 投诉举报受

理工作情况报告，今年 6 月，贵阳市工

商局累计受理投诉举报近千件， 涉及

“烟酒饮料” 和“电信服务”的最多。

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6 月，全

市 12315投诉举报受理机构共受理转

办、来电、来人案件 4340 件，其中受理

投诉举报案件 947 件 ， 占总数的

21.82%， 已结案 534 件； 咨询案件

3393件。 投诉案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 15.68万元。

就热点而言， 商品类投诉举报共

584 件，排名前三位的是：烟、酒和饮

料（133 件），食品（75 件），交通工具

（73 件）， 分别占整个商品类投诉举

报的 22.77%、12.84%、12.5%。

服务类投诉举报共 363 件， 排名

前三位的是：电信服务（97 件）、互联

网服务（40 件）、餐饮和住宿服务（31

件）， 分别占整个服务类投诉举报的

26.72%、11.02%、8.54%。

从消费性质来看，6 月投诉举报

主要涉及烟酒和饮料、电信服务、食品

等几大类。 （本报记者 孙维娜）

食品是否安全 可拿去免费检测

贵阳市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免费快检活动：

6月份消费纠纷全市受

理近千件

教育质量

实现提升

■新闻速递

■延伸阅读

表达心意 并不一定要办“宴席”

本报讯 由ZAKER发起的“未

来领读者”贵阳站海选，参赛作品进

入复赛阶段，一部由尚义小学一（八）

班 7位同学演绎的《春》大获好评。

这一部时长 6 分 13 秒的视频

《春》，格外用心和小清新，孩子们

呆萌认真的表演和朗诵， 让人忍

俊；画面还结合了“春” 这个主题，

展现了贵阳的春之美。 截至目前，

这部作品《春》，票数已过千。

“这都是我们团队合作的结

果。 ”负责写分镜头的团队负责人赵

东方告诉记者， 为了拍摄这个视频，

他们 16个大人整整拍摄了一天，因

为反复NG，孩子都不耐烦了，“做了

大量安抚工作才把这次拍摄顺利完

成。”“没有一个镜头是一次过的，多

的时候 5、6次，好在孩子们的童心让

这次拍摄过程十分有趣。 ”

“我们的初衷，就是想通过参

与这个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阅读

的魅力，这是一件让孩子受益终身

的事情。 ” 其中一位小孩的母亲余

弦告诉记者，7 个孩子被戏称为“7

个葫芦娃” ，成了好哥们。

（本报记者 陈问菩）

“未来领读者”贵阳站海选作品

7位同学演绎《春》

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正在训练朗诵技巧

贵阳六中：

烟酒饮料消费

“扯皮事”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