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 月 9 日,“幸福微

笑———创建幸福家庭唇腭裂母婴健

康促进活动项目” 在贵阳市口腔医

院启动。

幸福微笑慈善项目是由中国人

口福利基金会发起， 由贵州省计生

协、贵阳市计生协、贵阳市口腔医院

承办的全免费慈善项目，该项目针对

全省范围内的唇腭裂患者。本次活动

主要是为贵阳市 50名患有先天性唇

腭裂的贫困家庭患儿提供免费术前

筛查， 筛查合格的患儿立即收治入

院，贵阳市口腔医院将在一周内为这

些患儿提供免费手术治疗。

同时， 贵阳市口腔医院对患儿

家属开展了患儿照护、正确喂养、如

何正确开展术后护理的培训， 来自

区县市计生协会工作人员也参与了

普及唇腭裂知识， 及如何面对患者

并告知患者唇腭裂的后期处理和治

疗流程的相关培训。

根据项目规定， 符合条件的患

者， 可通过向当地计生协申请并填

写项目申请书， 在当地县医院开具

转诊证明， 即可到贵阳市口腔医院

参加该项目， 由新农合基金和项目

基金直接结算治疗费用， 唇腭裂手

术患者平均治疗 6000—7500元。

同时，有符合条件的，亦可直接

向贵阳市口腔医院进行咨询， 咨询

电话：0851-88334007（贵阳市口腔

医院颌面外科杨丽医生）。

（本报记者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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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节期间———

贵阳划定禁限放烟花爆竹区域

本报综合讯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再次成为焦

点，其带来的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等环境问题，不容忽视。为保障公共安全和

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减少环境污染，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贵阳市发布各

区（市、县）2019年春节烟花爆竹禁限放区域。

具体禁限放区域如下：

开阳

禁放区域： 开阳县城东至

污水处理厂，南至华鑫油化厂、

西至擦脚石、西南至毛栗山、西

北至磨料厂路口、 北至宝龙寨

圈定范围内为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区域。

禁放时间： 在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区域内， 除农历除夕夜

至正月十五期间可以燃放烟花

爆竹外， 其余时间一律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

南明区

按照“一环禁放、二环禁

售”的原则。

明确 2019 年烟花爆竹

禁放区域为： 南明区划范

围内贵阳市一环以内所有

区域。

云岩区

禁放区域： 一环内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 （一环以宝山北

路—北京路—枣山路—浣纱路

为界）。

禁售区域： 二环内禁止销

售烟花爆竹（以中环线为界）。

观山湖区

禁限放的区域和时间:

� � � �从 2019年 1月 1 日起，观山

湖区所有社区行政区域内为全

年禁止燃放、销售区域；

金华镇、朱昌镇、百花湖镇 3

个镇行政区域内为限制燃放、销

售区域。

在限制燃放、销售烟花爆竹

区域内，只能在农历除夕至次年

正月初一，农历正月初二至正月

十五每日的 8 时至 24 时内燃放

烟花爆竹。

限定销售的区域和时间：

限制燃放、销售区域的《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有

效期为 20 天 （本年度农历腊月

二十六日至次年正月十五），销

售期结束后 3日内， 零售经营者

应当将未销售完的烟花爆竹交原

批发企业代为保管或者退回原批

发企业。 原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应

当对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送交的

烟花爆竹代为保管或者回收。

白云区

禁放、禁售区域：

以环城高速（观山湖至白

云段） 至曹关收费站沿云环中

路、 云环东路连接同城南路至

粑粑坳一线为界（具体说明：环

城高速以东；云环路、云环中路

及云环东路以南； 同城南路以

西） 所有环形线以内的白云辖

区范围内以及都新社区

除“禁放” 、“禁售” 区外

其余区域均允许常年销售和燃

放烟花爆竹区域（有特殊规定

的区域除外）。

花溪区

无特别规定禁限放区域。

依据《贵阳市烟花爆竹经

营储存燃放安全管理办法》规

定的区域和时间。

乌当区

1、除《贵阳市烟花爆竹

经营、存储、燃放安全管理办

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外，自

2019 年起， 乌当区行政中心

（大气监测点）1 公里范围内

（乌当区城市魔方片区至新

添大道原市公安局、新添大道

原市公安局至顺海立交桥沿

线、 乌当区实验小学片区、水

锦花都、乌当中学、新天卫城、

航天大道与新添大道交叉口

至奶牛场路口沿线） 全年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

2、乌当区主城区范围及

其他区域下列时间可以燃放

烟花爆竹： 当年农历除夕至

次年正月初一全天； 正月初

二至正月十五每日的 8 时至

24 时。

清镇

1、 城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

时间：农历除夕至翌年正月十五

全天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其他时

间不得燃放烟花爆竹。

2、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

新岭社区、红新社区、百花社区、

红塔社区、巢凤社区、时光社区、

乡愁社区、 红枫湖镇陈亮村、黄

土村。

3、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地点：

各政府机关办公场所；文物保护

单位；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以

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易燃

易爆物品生产、存储场所及其他

重点消防单位；医疗机构、幼儿

园、学校、敬老院；旅游景区、公

园、 集贸市场、 商场、 超市、影

（剧）院、商业步行街等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所及停车场；城市地

下管网、 人防设施等地下空间；

居民住宅走廊、 楼道、 屋顶、阳

台、窗口；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范围。

息烽

限放区域：永靖镇、新华社

区限制燃放区域范围为东至川

黔铁路、西至老贵遵公路、南至

下阳朗村西门湾路口、北至红旗

村石丫口（川黔铁路与老 210 国

道交叉路口）; 小寨坝镇限制燃

放区域为东至上寨川黔铁路、西

至兰海高速公路， 南至大干沟

桥，北至下寨。

限放时段：以上限放区域可

燃放烟花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4

日（农历除夕）至 2019 年 2 月 5

日（农历正月初一）全天，正月

初二至正月十五每天 8:00 至 24:

00。 除上述可燃放时间之外，禁

止在限制燃放区域内燃放烟花

爆竹。

修文

修文县所有林区为禁止

燃放爆竹地区。

县城控规范围内禁止燃

放爆竹区域： 东至罗家寨边

缘、阳明大道牌坊；南抵三角

山水泥厂；西至川会馆、冒沙

井；北抵大寨边缘、同济堂药

业。 （上述地区在每年农历腊

月二十八日起至次年正月十

五日止燃放烟花爆竹不受本

规定限制）。

经开区

1、根据“贵阳市城区一环内

实行烟花爆竹禁放，二环内禁止

销售烟花爆竹” 的要求，经开区

以南二环道路北侧为二环线内。

2、经开区禁放区域：人行

天桥、地下通道、集贸市场、商

场、超市、车站、人防设施、输

变电设施、楼道、屋顶、阳台、

文物区、林区等人员密集场所

和特别环境；各加油（气）站、

各燃气调配站 200 米内。

3、 严禁向户外抛扔点燃的

烟花爆竹。

本报讯 1月 9 日，贵阳市残联

发布消息，2019 年残疾人就业年

审工作 （2018 年残疾人用工情

况）已经开始。 超期不审的单位，

将被视为未安置残疾人就业，按规

定将全额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残保金）。

据介绍， 本次年审将于即日

起开始，今年 4 月 30 日结束。 贵

阳市辖区内安置有残疾员工的所

有单位， 需尽快到当地区 （市、

县）残联用工年审，超期不审将

被视为未安置残疾人就业， 将全

额征收残保金。

每年的残疾人就业年审和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均针对上一

个年度，需提交上一年度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的资料。 按照有关规

定，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

位、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均要

按在职职工比例 1.5%的比例安置

残疾人就业。 未安置或安置达不到

比例的，需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残保金）。

办理年审业务单位为各机关、

单位、企业所在地的区（县）级残疾

人联合会。 未安置残疾人的单位，

不用参加年审，直接到所在地的区

（县）级主管税务机关缴纳；已安置

但未达到比例的，先到残联年审后，

根据年审结果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

残保金；安置残疾人达到比例的，先

到残联年审后， 再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免交申请。

计算公式为: 残保金年缴纳

额＝（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

数×1.5%－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

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上年用人单

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本报记者 曾秦）

超期不审单位 将全额征收残保金

贵阳市 2019年残疾人就业年审启动———

本报讯 1月 8 日， 贵州省模特

表演艺术训导中心在贵阳正式成立。

省模特行业协会表示，将以该平台为

新的起点，全力打造和推出新一代贵

州名模，为多彩贵州再添亮色。

该训导中心由贵阳演艺集团与

贵州省模特行业协会联合打造，是

贵州第一个专业模特时尚表演艺术

训导教育机构， 也是全省首个由行

业组织与国家公办演艺公司联合打

造的模特表演艺术训导机构。

“贵州省曾涌现出熊黛林、于

娜、周韦彤、冯婧等名模，但从冯婧

2004 年获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总

决赛女模冠军后，14 年来再也没有

出现过全国知名的模特人才。 ” 中

国职业模特委员会委员、 贵州省模

特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张超介绍，成

立该训导中心，旨在规范行业发展，

引导贵州省模特时尚艺术教育培

训， 从各大高校乃至全社会选拔和

培养贵州优秀的模特时尚艺术人

才， 适时推出新一代贵州名模。 同

时， 开展多彩贵州民族服饰与模特

表演艺术相融合的研究， 为广大爱

好模特表演艺术的老、中、青、少等

人提供权威的学习训练场地， 规范

指导模特时尚表演艺术行业。

（本报记者 曾秦）

我省模特表演艺术

训导中心成立

■新闻速递

我省唇腭裂家庭

可申请免费手术

贵阳市口腔医院启动相关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