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家园” 少儿环保公

益夏令营开营

隔水樵渔亦几家？ 缘冈石路

入溪斜。 松林晚映千峰雨，枫叶

秋连万树霞。 渐觉形骸逃物外，

未妨游乐在天涯。 频来不用劳僧

榻，已僭汀鸥一席沙。

斜日江波动客衣，水南深竹

见岩扉。 渔人收网舟初集，野老

忘机坐未归。 渐觉云间栖翼乱，

愁看天北暮云飞。 年年岁晚长为

客，闲杀西湖旧钓矶。

———《南庵次韵二首》

岩寺藏春长不夏，江花映日

艳于桃。 树老岂能知岁月，溪清

真可鉴秋毫。 但逢佳景须行乐，

莫遣风霜着鬓毛。

———《徐都宪同游南庵次韵》

本报讯 昨日， 营动中国·2018

第十届“生态家园” 少儿环保公益

夏令营第四期开营。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国登山协

会、贵州省体育局、贵州省贵阳市

生态文明基金会、修文江海村镇银

行联合主办，夏令营的营员为来自

修文县的 86 名中小学生， 值得一

提的是本次活动的所有费用将由

主办方资助。

据了解，本次乡镇中小学生公

益环保夏令营主题为 “生态家

园” ， 目的是通过寓教于乐的生态

环保课程、户外活动、心理辅导等

多元化课程， 让孩子体验生活、认

识自我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建立生

态文明环保理念。

“培养乡镇少儿珍爱自然，学

会建设保护自然，把学到的知识带

回乡镇，爱护、守护我们赖以生存

的家园。 ”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告诉

记者，本次参加活动的营员大部分

为留守儿童，为了让孩子们增强自

信心，学习与人沟通，更好地融入

集体、建立关系蜕变自己，夏令营

还专门针对乡镇儿童心理特点，开

展儿童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及交流

活动。 （本报记者 张晨）

86位中小学生

夏令营“学环保”

本报讯 昨日，观山湖区多部门

联合， 组织辖区 1050 家企业共计

1500 余人，在贵阳护理职业学院大

礼堂开展了防范电信诈骗知识专题

讲座培训会， 以提升企业人员的电

信诈骗防范能力。

活动由观山湖区委政法委、区

综治办、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区税务局、观山湖区各镇（社

区）等多部门联合举办，辖区 1050

家企业的负责人及财会人员、 共计

1500余人到场学习。

培训会邀请了贵阳市公安局反

诈骗中心主任朱金玉现场授课，授

课内容主要围绕什么是电信网络诈

骗、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

例分析等内容进行。

讲座以近期社会上出现的各种

电信诈骗案例展开， 授课老师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描述了犯罪份子

是如何利用人的本能心理以及对法

律知识的欠缺而实施电信诈骗，并

逐一分析了行之有效的防范方法，

警示大家要提高警惕， 以防个人财

产、 集体财产的损失以及触碰法律

法规红线。

（本报记者 张鹏）

观山湖区：

千余家企业员工

学习电信诈骗知识

本报讯 昨日上午，清镇市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陈某某行贿、罗

某某受贿二案。 被告人罗某某收受

他人 25.48余万元财物，被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二十

万元。

据了解， 该案是清镇市监察委

员会调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

公诉、 法院开庭审理的首例职务犯

罪案件。

案件由清镇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张雪松出庭支持公诉、 清镇市人

民法院院长舒子贵担任审判长。 市

监委会、市委政法委、各级人大代表

及政协委员等 80 余人应邀旁听，庭

审全程在中国庭审公开网上现场网

络直播。

经查明：2012 年至 2017 年，被

告人罗某某在担任清镇市水务局水

利工程建设管理站站长、 清镇市水

务管理局党委委员、 水利工程建设

管理局局长， 负责清镇市中央财政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项目县建设相关

工程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陈某

某等多名工程项目建设商财物价值

共计人民币 25.48余万元，为他人谋

取便利。 其中，陈某某行贿罗某某共

计人民币 21.98余万元。

法庭上， 被告人陈某某认罪悔

罪，被告人罗某某当庭翻供，否认了

部分犯罪事实。 公诉人通过详实的

举证质证， 用证据准确有力地向法

庭证实了被告人罗某某收受贿赂，

数额巨大， 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犯罪事实。

法庭当庭作出宣判： 被告人罗

某某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零六个月，被告人陈某某犯行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对二

人均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王芬余 陆维嵚 张鹏）

本报讯 “跟着名人游南明·王阳

明篇” 系列活动 10 日启动，贵阳市南

明区诚邀市民去探寻当年王阳明留下

诗词的现翠微园、仙人洞、太子桥、达

德书院等五个地方。

明正德四年（1509年），心学集大

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现贵阳

市南明区中华南路 23号附近） 讲学，

培养了很多贵州弟子， 开创了贵州一

代学风，故史有“悟道于龙场，传道于

贵阳”之说。 同时，他还利用执教之暇

游览了贵阳城内外的南庵、南霁云祠、

来仙洞、太子桥等地一些名胜古迹，其

主要活动范围又集中在城南（即今贵

阳市南明区），并留下多首诗词。

如今， 南明区在王阳明留下诗词

的现翠微园、仙人洞、太子桥、达德书

院等五个地方，设置色彩典雅、字斟句

酌的“王阳明留诗处” 文创标识牌，让

更多游客和市民直观感受并 “读懂”

王阳明与南明区的故事。

据悉， 南明区将陆续开展推出

“跟着名人游南明” 系列活动之主题

游线随手拍征集活动、游学活动、甲秀

读诗会、“阳明送春联” 文化迎春活

动、“书香门第” 评选活动、王阳明文

创 IP研讨会等。

本次活动由南明区旅游局、 南明

区文体局主办。 （本报记者 陈问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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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盘州至兴义城际铁路

建设迎来重要节点———记者从省铁

路建设办公室获悉，近日，中国铁路

总公司和贵州省政府联合批复盘兴

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 预计今年底

前全面开工建设。

据介绍， 盘兴铁路是贵州省实

现“市市通高铁” 的最后一个项目，

主要是解决迄今为止贵州唯一没有

高铁连接的市州中心城市———兴义

市通高铁的问题。 2017 年，盘兴铁

路纳入国家《铁路“十三五” 发展

规划》，是国家“十三五” 交通扶贫

“双百”工程项目中 16个铁路交通

扶贫项目之一。

根据批复， 盘兴铁路起于沪昆

高铁六盘水市盘州站， 向南经保田

镇至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 全长

98.3 公里，新建保田站、兴义南站。

建设标准为国铁双线高速铁路，设

计时速 250 公里， 总投资 139.7 亿

元， 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和贵州省共

同建设。

目前盘兴铁路已完成初步设计

审查，正抓紧进行施工图设计，预计

在今年底前实现全面开工建设。

盘兴铁路正式通车运营后，兴

义市将通过沪昆高铁融入全国高铁

网并迈入高铁时代， 贵阳至兴义 2

小时内可达， 贵阳至省内 8 个市

（州） 中心城市 1至 2 小时高铁交

通圈将正式形成。 对于完善优化贵

州高铁网络、 打造贵阳至兴义高铁

黄金旅游通道、 促进黔西南州和六

盘水市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等方面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自 2014 年 12 月 26 日贵广高

铁投运、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以来，我

省相继建成投运贵开城际铁路、沪

昆高铁贵阳至新晃西段、 贵阳至昆

明段，渝贵铁路，贵阳正在加快建成

全国十大综合性铁路枢纽之一。

省铁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底， 我省还将建成铜仁至玉屏城

际铁路；明年底，将建成安顺至六盘

水城际铁路、 贵阳至成都高速铁路

和贵阳市域快铁环线。

（本报记者 曾秦）

本报讯 昨日， 贵阳市公安交

管局发布消息，拟取消观山湖区绿

色未来环岛的四条人行横道，并公

开征求市民意见。

据了解，绿色未来交叉口是环

岛路口，行人采用斑马线的形式过

街，进出绿色未来环岛的机动车与

人行有冲突，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

隐患，即使在环岛内增设人行信号

灯， 也难以控制车辆与行人的冲

突。 因此，为了确保行人过街安全，

贵阳市公安交管局拟对绿色未来

交叉口的人行过街横道进行调整。

目前，拟定的调整方案为：取消绿

色未来交叉口的四条人行横道。 需

要过街的行人可以到林城东路市

委路口、林城西路碧海南路口、“绿

色未来北” 公交车站处和金元国际

新城 1号门处的斑马线过街。

民警表示，市民对此方案有意

见，可于 8 月 17 日前通过电话（传

真 ）0851-86795930、 电 子 邮 箱

gyjjjtzzk@163.com反馈。

（本报记者 李强）

目前已公开征求意见，市民可于 8 月17日前反馈

绿色未来环岛过街人行道拟取消

绿色未来环岛（资料图）

盘兴铁路可研报告获批复

预计今年底前全面开工建设

清镇市首例职务犯罪案件

开审

收受他人财物

一审领刑三年半

系列活动昨日启动，南明区邀请市民参与

踏阳明足迹 畅游南明古迹

王阳明在南庵所留诗词

（今贵阳市南明区甲秀楼旁翠微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