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10日 星期四

要闻

YAOWEN

A

02

编辑／版式 王敏 校对／缪恺

南明区拟新建四个再生水厂

本报讯 根据贵阳市城乡规划

局最新的公示信息显示， 贵阳市南

明区拟新建四个再生水厂， 目前正

对四个再生水厂工程项目进行行政

审批批前公示。

据了解， 这四个再生水厂均属

地埋式再生水厂， 它们分别是贵棉

再生水厂、贵钢再生水厂、河滨再生

水厂、太慈再生水厂。

其中，贵棉再生水厂拟在南明

区贵阳浙江商城东侧、 解放路与

兴关路交叉口西北侧利用碧桂园

星座二期项目地下空间建设地埋

式 再 生 水 厂 ， 设 计 规 模 2 万

m

2

/d。

贵钢再生水厂拟在贵钢 BRT

枢纽站建设， 该项目采用下沉式设

计， 地面部分为贵钢 BRT 枢纽站，

总用地面积约 27.4亩。

河滨再生水厂拟在南明区贵阳

市南明区河滨公园靠南明河处，贵

阳市图书馆对面， 利用河滨公园地

下空间建设地埋式再生水厂， 设计

规模 5万 m

2

/d， 建成后地面恢复为

公园绿地。

太慈再生水厂拟在小车河与南

明河交汇处利用地下空间建设地埋

式再生水厂， 该项目采用下沉式设

计，上部为绿化公园，总用地面积约

16.7亩。

上述四个再生水厂工程项目经

环评专项论证， 项目对周边建筑的

环境影响符合国家相关规范。

再生水： 是指废水或雨水经适

当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指标，满

足某种使用要求， 可以进行有益使

用的水。 和海水淡化、跨流域调水相

比，再生水具有明显的优势。

从经济的角度看， 再生水的成

本最低，从环保的角度看，污水再生

利用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水

生态的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自 2019年 1月 1日起，

贵州省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省级受

理部门调整至贵州省政府政务服务

中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窗口。

1 月 8 日， 记者从贵州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网获悉， 贵州省政府

政务服务中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窗口的具体地址为贵阳市南明区遵

义路 282 号贵州省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 B1 区 B003 窗口， 有意向申报绿

卡的可以在文末下载《贵州省高层

次人才服务绿卡申报表》 进行申

报， 有问题也可直接拨打电话

0851-86987066进行咨询。

据了解， 为了消除高层次人才

的后顾之忧，贵州省在 2013 年开始

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实行 “绿卡”

制度。获得“绿卡”的高层次人才将

享受“绿色通道” 服务，服务内容涉

及购置汽车优惠、配偶安置、子女入

学等 13个方面。

（实习记者 申旭旺）

价格举报投诉数量较为集中的

地区有：贵阳（213 件）、遵义（203

件）、 铜仁 （63 件）、 黔西南（63

件）、毕节（48 件）。 占全省价格举

报投诉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9.3%、

27.92%、8.67%、8.67%、6.6%。 价格举

报投诉数量排名前五位的行业分别

是：交通运输（284 件）、商品零售

（59 件）、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50

件）、医药（38 件）、资源价格（30

件）。 占全省价格举报投诉总量的

比重分别为：39.06%、8.12%、6.88%、

5.23%、4.13%。 2018 年，消费者对交

通运输、商品零售、房地产及物业管

理、 医药和资源价格等行业价格问

题举报投诉较为突出。

价格咨询数量较为集中的地区

有： 贵阳 （8911 件）、 铜仁（2195

件）、安顺（1125 件）、六盘水（653

件）、遵义（628件）。 占全省价格咨

询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60.49% 、

14.9%、7.64%、4.43%、4.26%。价格咨询

数量排名前五位的行业分别是：交通

运输（7396件）、房地产及物业管理

（763件）、商品零售（763件）、医药

（755件）、资源价格（540件）。占全

省价格咨询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50.2%、5.18%、5.18%、5.12%、3.67%。

2018年， 全省 12358 价格监管

平台共受理价格举报、投诉、咨询共

计 15459 件， 与 2017 年相比上升

1.83%。 其中，价格举报、投诉共计

727 件，占总受理量的 4.7%，同比上

升 1.54%。 案件办结率为 99.15%。

2018 年，全省共受理交通运输

行业价格举报、 投诉、 咨询共计

7680 件 （其中咨询 7396 件 ，占

96.3%），交通运输行业占全年行业

受理量的 49.68%， 居各行业之首。

一是出租车行业价格违法行为反

映突出，有的不打表收费、加收服

务费，有的拼客或绕路行驶，有的

在节假日或特殊天气、时间段借机

涨价等；二是节日期间客运价格反

映突出，有的客运车在节假日等客

运高峰对中途上下车的乘客乱收

费，有的运营时未按规定实行优惠

减免政策，有的客运站在客运高峰

价格有所上浮，但没有做好相关公

示工作。

停车收费行业举报位居次席。

一是停车乱收费问题较多， 有的不

按规定计时收费， 有的不按规定的

内容和方式明码标价收费， 有的未

经审批违规设置停车场收取费用；

二是物业公司不按程序和权限制定

停车价格， 擅自调整或调整幅度较

大； 三是停车场及其他反映的问题

占整个停车收费行业举报比重的

50%，主要是经营性停车场超标准收

费、无公示或公示不到位等。

另外， 群众反映的主要问题一

是商品实际销售价格与标示价格不

一致； 二是商品未明码标价或明码

标价不规范； 三是咨询同一商品在

不同店面销售价格不一致。

■邓丽娜 孙维娜

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发布“2018 年度全省价格举报情况分析”

投诉热点：出租车与停车收费

昨日， 记者从贵州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获悉，2018年， 贵州省 12358

价格监管平台共受理价格举报、投

诉、 咨询共计 15459 件， 同比上升

1.83%。 其中， 价格举报 582 件，占

3.76%，同比上升 14.79%；价格投诉

145 件，占 0.94%，同比下降 30.62%。

价格举报办结率为 99.15%。 实施经

济制裁 12.05 万元，其中退还用户金

额 11.49 万元，罚款金额 0.56 万元。

出租车、停车场是投诉举报热点。

举报投诉集中在贵阳、遵义

交通运输业被投诉最多

本报讯 1 月 8 日，贵阳高新区

举行 2018 年度重点实验室、孵化器

及科普示范基地集中授牌仪式，共

为该区 10 家重点实验室试点培育

单位、3 家孵化器及 7 家科普示范

基地进行授牌。

重点实验室、孵化器、科普示范

基地， 均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此次集中评选出的一批重

点实验室、孵化器及科普示范基地，

是贵阳高新区加快聚集创新资源及

发展要素， 着力构建以高校和科研

院所为重点的高质量知识创新体

系、 以科技型企业为主体的高水平

技术创新体系、 以科技成果转化基

地及服务体系为关键的高层次成果

转化体系， 实现区域创新创业生态

日益优化、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园区综合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形成

市场化、专业化、高端化、国际化的

创新生态系统， 为高新区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据介绍，10 家重点实验室试点

培育单位分别是： 贵州翰凯斯智能

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循道科技有限

公司、贵州威客科技有限公司、贵州

顺康路桥咨询有限公司、 贵州振华

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贵州链安必信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贵州省质安交通工程监控检测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伯克利大

数据研究院、 贵州健安德科技有限

公司、 贵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

公司；3 家孵化器分别是：贵州晶阳

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澳科技

创新园” 、 贵州高质云检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高质云检孵化器” 、贵州

赢客科技创业发展有限公司“赢客

工场” ；7 家科普示范基地分别是中

国西部众创园﹒链世界、国家大数据

（贵州） 综合试验区产业生态示范

基地、 国家城市道路交通装备智能

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分中心、

高新区音乐文化传播中心、 中国西

部众创园﹒书虫空间、太阳湖滨河公

园、大数据创客公园。

仪式上， 贵阳高新区还为获批

2018 年度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进行了 500 万元政策兑

现。

（本报记者 张梅）

高新区向10家重点实验室授牌

同时对3家孵化器及7家科普示范基地进行授牌

■新闻速递

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 ” 的

红十字精神， 帮助全区贫困群众度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昨日，南

明区红十字会在二戈寨社区服务中

心，举行了“2019 年博爱送万家物

资发放启动仪式” 。

期间， 南明区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以及社区人员、贫困职工、社区贫

困群众等共 130 余人参加了本次发

放仪式。据了解，此次活动为辖区贫

困群众共发放牛奶、外套、食用油以

及大米等各 100 件， 总价值 4 万余

元。 曾权发 本报记者 王杰

南明区红十字会举办

“博爱进万家”爱心活动

4万元物资

发给困难群众

高层次人才绿卡

办理地点有变更

设置于省政府政务服务

中心人社厅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