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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协贵阳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上， 致公党贵阳市委员会就

此递交提案原案《关注幼园、中小学

教室室内空气质量进一步加强传染病

防控的建议》， 建议通过多种方式和

渠道进行干预， 加强对学校传染病的

防控和教学环境等监管工作， 为广大

师生提供良好的室内环境。

通过对中小学上课期间的 CO

2

实测发现，60 分钟里， 其浓度可以达

到 3000ppm，是目前标准的 2倍。研究

表 明 ， 当 空 气 中 CO

2

浓 度 在

600ppm-4800ppm 时，其浓度越高，学

生做作业效率越低、 错误率越高。 同

时，诸多因素影响造成 CO

2

与细菌浓

度超标； 室内空气污染导致多种呼吸

道传染疾病等问题。

致公党贵阳市委员会建议， 教育

主管部门把学校室内空气质量作为一

项硬性考核指标， 同时督促辖区学校

加强学校空气质量监测和管理措施的

落实， 确保学校室内空气质量符合相

关标准和要求； 建议有关部门牵头制

定《贵阳市幼儿园、中小学教室室内

空气质量管理条例》， 提升室内空气

质量设施的基础配备， 建立学校空气

质量健康审查制度， 在幼儿园内重点

控制微生物污染。同时，加大投诉举报

力度， 发挥相关行业单位和媒体大众

的监督作用。 实习记者 陈佳艺

本报讯 1 月 22 日， 贵阳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进入第三天议程， 来自各区 （市、

县）的人大代表纷纷针对各自关心

的领域提交批评建议。

截止到 22 日下午 5 点 30 分，

第三日共收到代表们提交的批评

建议 134 件，内容涉及城管、城建、

政法、科教文卫、农林水、财经等多

个方面。 其中，城管类、城建类、科

教文卫类较多。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进入第三天议程———

■建议点击

A�关注电动车安全管理问题

本报讯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以

贵阳市融媒体中心建设推动全方

位媒体融合转型初见成效。 在今年

的市两会报道中，集团旗下的所有

媒体统一以“贵阳市融媒体中心”

的形象开展报道，紧紧围绕提高移

动互联网传播水平组织新闻宣传，

截至 21日，集团两天报道收获网络

传播量 2000 万以上（不含贵阳网、

贵阳头条等自有平台）， 其中仅在

新浪微博开设的微博话题“2019 贵

阳市两会聚焦” 就实现阅读量

1507.2万， 两会媒体融合传播效果

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在具体工作中，贵阳日报传媒

集团一方面积极强化跨平台融合

传播的组织。 在整合贵阳网、贵阳

头条 APP、ZAKER 贵阳 APP 等自

有平台，以及微信、微博、头条号、

抖音号等自有微媒体矩阵资源的

基础上， 今年又联合了腾讯新闻、

百度新闻、 新浪微博贵阳官方账

号、今日头条、抖音等网络平台对

市“两会” 报道进行跨平台传播。

两天时间被推送至腾讯、 搜狐、网

易、凤凰网等全国性门户新闻网站

首页的市“两会” 新闻稿件达到 20

余篇，收获平台推荐量逾 500万；新

浪微博话题 #2019 贵阳市两会聚

焦 # 吸引了众多微博自媒体参与，

评论 500多条， 有力拉动了话题传

播效果的提高。

另一方面，重兵投入强化媒体

融合内容产出支撑。 两会其间，贵

阳日报传媒集团投入采编力量近百

人，广泛运用网络直播、图解、H5、

动画、短视频等多媒体形式，扩大适

应移动互联网传播的新闻产出，两

天时间推出《贵阳网报》3期、《两

会微访谈》18 部、《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贵阳》短视频 14部、H5� 5

个、图述新闻 20 余篇，累计推出各

种新闻内容 60余个；大大强化了以

图片、H5 和短视频的形式快速展

现会场情况的力度。 其中《两会微

访谈》被新浪微博云剪列为微博热

点，推送至分发链接的热门位置，极

大地拉动了微博阅读量的提升；H5

《2019 贵阳市两会来了，我是第 **

个追梦人》 共吸引 31565 人次参

与；H5 《通往贵阳市两会的车票》

用记者视角展现各区 （市县）2018

年取得成绩，让人耳目一新。 ZA-

KER 贵阳搭建了“聚焦 2019 贵阳

市两会” 专题，推送图文报道、H5、

视频直播等产品 64则，总阅读数近

20 万。 其中，推出“图像直播” ，推

送专业摄影图片 500余幅； 与贵阳

广播电视台合作， 首次推送 5G 视

频直播 4场。 （本报记者）

B�加快建设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市级融媒体中心激发强劲传播动能

市两会两天收获网络传播量逾2000万

■提案点击

致公党贵阳市委员会：

提高教室空气质量

保障师生健康安全

“贵阳八景” 与“九门四阁” 是贵

阳市历史文化底蕴的最佳代表之一。

在政协贵阳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上， 民革贵阳市委员会就此集体

提交了《关于恢复“贵阳八景” 重现

“九门四阁” 的建议》的提案，希望加

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推动社会

精神文明建设。

作为该提案人之一的滕晓君委员

经过调研发现，贵阳历史上有“明初贵

阳八景” 、“清初贵阳八景” 、“民国贵

阳八景” ，其中，“民国贵阳八景”根据

民国三十一年 （1942 年）《贵阳市指

南》记载，此八景为“甲秀楼” 、“翠微

阁” 、“鳌矶石“、浮玉桥” 、“涵碧潭” 、

“芳杜洲” 、“海潮寺” 、“武侯祠” 。

“九门四阁”，包括六广门、洪边门、

东门、次南门、威清门等“九门”及灵关

阁、文昌阁、皇经阁、玉皇阁“四阁”。

但是， 随着历史的变近， 一些

“贵阳八景” 的具体位置无从确认;贵

阳老城墙和“九门” 更是淹没在时光

的尘埃中，“四阁” 仅余文昌阁静置于

东门一段残垣之上， 文化遗产亟待保

护、修缮、恢复。

在提案中， 民革贵阳市委员会建

议，首先应在综合“明代、清代、民国

贵阳八景” 等 24 景现状的基础上，选

出尚存且最有代表性的八景， 作为

“贵阳八景” 来恢复、打造，并遵循先

易后难的原则逐步恢复。同时，加强对

现存文物景观周边环境的整治， 完善

相关配套设施。 其次，针对“贵阳八

景” 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针对性

的整治方式。 实习记者 成虹飞

恢复“贵阳八景”

重现“九门四阁”

民革贵阳市委员会：

人大代表提交批评建议134件

人大代表石忠玉在《关于加

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的建议》中指出，贵阳市目前传

统汽车保有量出现饱和，随着市

民环保意识增强和共享汽车的

出现，以电动汽车为主的新能源

汽车在贵阳市加速发展。 电动汽

车具有绿色、环保、低碳等特点，

对改善大气环境意义重大，是未

来汽车发展的方向。

石忠玉代表指出，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是新型城市的重

要公共设施，是发展和推广新能

源汽车的重要保障，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环节。 贵阳市也十

分重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 市政府办公厅于 2017 年

和 2018 年连续两年下发了加快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

文件。

但目前来看，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与发达城市 （地

区）相比仍然存在差距。 主要表

现在公共充换电站的建设滞后，

新建停车场建充电站（桩）的要

求落实有差距，成为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瓶颈，也成为汽车结构调

整的“绊脚石” ，严重影响了新

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 因此，石

忠玉代表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

了建议：

一是高度重视充电站（桩）

建设，充电站属于最基础的公共

设施建设，应该先于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

二是提速规划建设充电站

（桩）， 主城区原则上按服务半

径每一公里提供一座公共充换

电站，累计建成不少于 30座公共

充换电站；

三是严格落实新建建筑停

车场必须建充电站（桩）建设的

政策，适应未来电动汽车发展需

要，避免增加改造加装的成本；

四是制定出台改造加装充

电站（桩）的政策。 在公园、体育

场馆，以及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地

加装充电桩，设置电动汽车专用

停车位。 研究出台鼓励小区的停

车场改造的政策，加装一定比例

的充电桩，方便车主工作时间和

夜间充电。 本报记者 谢孟航

电动车作为一种轻便、节能、

无噪音、无污染的交通工具，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但因为这类

车辆不能上号牌，驾驶者不用考

驾照，电动车在为人们出行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安全

隐患，成为交通管理难点。 今年

两会上，多位人大代表聚焦电动

车安全管理问题，纷纷提出相关

建议。

针对电动车的安全管理，人

大代表罗建勋从五个方面提出

了建议，一是市场监督等部门加

强电动车销售的源头管理，打消

客户认为所有电动车无需上牌，

无需驾照的错误消费观念。 同

时，坚决不让不合法产品流入市

场。 二是市政府出台规章，统一

规范贵阳市电动车号牌户籍管

理。 三是对特殊行业，比如物流

业所有电动车分类统一车型、车

身颜色、编号。 四是在中心城区

或交通较复杂的地段或区域实

行电动车限行，以确保正常的道

路交通秩序。 五是在由政府统

筹、部门协作的情况下，形成齐

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此外， 人大代表李雪梅也表

示， 这些年贵阳市内燃摩托车的

管制非常有效和成功， 但最近一

两年电动摩托车的骤然发展，因

它无污染，又不是内燃机动车，使

得贵阳市很多电动摩托车钻了降

排减污的空子。

李雪梅代表说，由于电动车

的快速增多，给交通和行人造成

很大的影响：电动摩托车无牌无

照，不遵守交规，不仅在道路上乱

行乱穿，还随意上人行道与行人

争道；电动摩托车无声，行人无法

察觉，这对行人会造成很大的危

害；电动摩托车经常乱停乱放，乱

闯红灯，许多交通事故都因它不

遵守交规而产生。

因此，李雪梅代表建议，要加

强对电动摩托车的管制，所有要

进入贵阳市一环的电动摩托车要

进行登记上牌，否则不允许进入

一环。 同时，对有牌进入一环的

电动摩托车要停在指定位置，且

不准在人行道上行驶，违反交规

要进行处罚， 或贵阳市一环以内

禁止电动摩托车行驶。

人大代表段案、 王鹏针对贵

阳市电瓶车治理， 也提出了四点

建议，一是出台治理电瓶车、摩托

车乱停乱放的方案， 有针对性的

根据各地段的特殊性， 对各个路

段的电瓶车， 摩托车进行有效管

理； 二是加强交通出行安全的宣

传，加大交通执法管理力度，在人

行道及路边不安全的地方设置禁

停标志；三是增设电瓶车、摩托车

停车点， 从根源上解决乱停乱放

问题；四是出台电瓶车、摩托车公

共充电平台或停车场建设项目投

资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吸引社

会资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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