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人民大道北段建

设指挥部联合贵阳市融媒体中心·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旗下各媒体，搭

建“我给人民大道提意见” 意见征

集活动线上平台后，累计收到市民

留言近 200条，有市民表示，希望不

断丰富完善人民大道绿化，打造成

一道风景线。

“我今天专门开车走了一趟，感

觉很漂亮， 相信等待后期低噪声排

水沥青路面得到完善后， 行驶体验

还将更好。 ”市民刘先生说，整体感

觉人民大道北段道路充满了现代

感，一路上绿化十分丰富。 但他也留

意到， 人民大道北段靠近中山西路

的那一段，与其他路段不太一样，以

低矮植物居多， 缺少一些高大的植

物，希望能够在后期得到完善。

对此， 人民大道北段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打造充分展示贵州历史文化、生

态文明和省会城市形象的新窗

口，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将人民大

道的绿化做好、 做足一直是他们

积极思考的问题。

根据设计， 人民大道 40 米外

广场绿化所使用的本土植物有:火

棘（红籽檬）、刺梨、楸树、桂花、鸡

爪槭、紫薇、腊梅、金边黄杨等。 非

本土植物有：红枫、樱花、红叶李、

紫荆、花石榴、连翘、八角金盘、红

叶石楠等。 丰富多样的植物种类，

能够让人民大道一年四季都有不

一样的风景，同时，在灯光等其他

景观设施的映衬下， 还能呈现出

“白天看叶看花晚上看房看灯” 的

沿线景观色彩和特色灯光夜景。

该负责人说， 人民大道北段延

安路到中山路金沙坡一侧因房屋拆

迁原因，受原地下管网影响，目前暂

不具备栽种大树的条件， 预计今年

下半年拆迁完成后， 该段路将会继

续种植桂花和栾树。 同时在下一步

工作中， 他们还将加强有关绿化的

维护，并结合收集到的意见，不断优

化提升有关绿化工作， 力争让人民

群众满意。

（本报记者 代晓龙）

“我给人民大道提意见” ———

人民大道的绿化带 张志红 摄

市民回忆人民大道建设前后 张志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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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早上， 人民大道

北段原永乐路附近的十字路口处，

一名交警在细数着红绿灯的变换

频率。一辆蓝色出租车稳稳地停靠

在新划线的转弯车道，副驾驶的女

乘客手持相机沿途录像，与绿化带

外人行道上扎堆的市民不时挥手

招呼……人民大道北段如期开启

试通车模式。

人民大道跨北京西路立交桥

下霓虹灯与花坛绿植正吸引着摄

影爱好者聚焦；桥上智能公交站台

前，一家医院的十几名员工正在变

换姿态拍摄抖音，网红“贵阳小凡

凡” 是他们的总指挥，他说人民大

道北段试通车当天拍摄的抖音，无

疑能为他带来更多的粉丝。

家住环城北路口（江西村）的

谢阿姨， 早早约了院坝的 “老年

团” ，还请来“特会照相” 的大叔，

要求自己和路一起摄入画面。谢阿

姨自 1965 年起迁居在江西村，当

天“老年团” 围绕人民大道及周边

开起了回忆大会。“花坛那边是老

城基路， 早年那是贵阳鞋帮一条

街，家家做革布、纳鞋底。 ”“身后

这条路原来要爬大坡坡，两个马车

不能并排走” ……“新、旧社会都

看到了，还是新社会看到的好东西

最多” ，77岁的谢阿姨感叹道。

中环社区吉新居委会的阿姨

们肩戴红袖章和绿丝带， 成为人

民大道北段试通车来得最早的志

愿者。 他们沿着带灯的步行道边

走边赞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冲向带

有“人民大道北段” 交通指示牌

下方拍了纪念照，分享朋友圈，很

是满足。

记者在现场看到，人民大道北

段试通车沿线各路口均有工作人

员对电瓶车进行劝返，对驶入的车

辆进行引导，当日通行人民大道的

车辆并不太多。公交公司、城管、路

政、交警等部门还在做试通车的调

试工作。 （本报记者 张志红）

试通车首日 市民争相分享喜悦

人民大道北段 张志红 摄

本报讯 1 月 26 日，历时一年

多建设的人民大道北段试通车。 市

委副书记、市长陈晏现场检查全线

通车情况。

副市长王嶒，市政府秘书长许

俊松参加。

当天上午，陈晏从人民大道北

段起点市北路立交车行至北京路

跨线桥， 并从桥尾经延安中路、中

山西路步行至都司路段，一边走一

边看，仔细检查路面铺设、人行道

板、公交站台、地下通道、景观绿化

等情况， 详细了解公交线路设置、

行车组织等情况。

陈晏在检查中指出，人民大道

是市委、市政府重点推进的城建项

目，是打通老城区南北大动脉的重

大道路工程， 对于拓展城市空间、

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具有

重大意义。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人

民大道北段如期建成试通车，要加

强统筹协调、完善相关配套，最大

限度发挥道路功能和作用。 要做好

交通组织， 优化周边道路连接，全

面开通公交线路，引导车辆优先选

择通行， 减轻周边道路交通压力。

要完善配套设施，同步开放道路沿

线人行天桥、 地下通道等过街设

施，增设更多公交站台候车座椅等

便民设施，让老百姓舒心出行。 要

加强综合整治，规范设置、严格管

理沿线标牌、标识、灯杆、护栏等，

保持道路干净整洁，塑造文明靓丽

城市形象。 要强化大数据应用，积

极推广适时路况显示、到站信息播

报、道路立体交通指引、红绿灯动

态感知等大数据、 物联网技术应

用，不断提高道路管理智能化智慧

化水平。 要广泛听取意见，密切关

注道路通行情况，认真研究市民群

众提出的意见建议，不断改进道路

交通组织和管理水平。

据悉， 此次试通车道路全长

4.11 公里，北起于市北路，与快速

路盐沙线相接，南与都司路相接，分

别与主城区东西向的北京路、延安

路、中山路、都司路相交，新建八鸽

岩隧道、北京路跨线桥，路幅宽度

40 米，双向 6 车道，共设置 6 处公

交港湾车站。

云岩区、南明区，市直有关部

门、企业负责人参加。 （本报记者）

人民大道北段昨日试通车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现场检查全线通车情况

有的拍抖音，有的发朋友圈……

本报讯 1 月 25 日， 市委副书

记、 市长陈晏赴修文县谷堡镇天生

桥村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和脱贫攻坚

一线干部，向他们送去党委、政府的

关心关怀和新春的祝福。

市政府秘书长许俊松参加。

陈晏先后来到贫困户刘少华、

杨永洪、陆秀忠、谭荣榜家中，为他

们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同大家拉

家常、话未来，详细了解家庭子女、

收入来源、看病就医等情况。 得知

在村集体的帮助下，大家依靠种植

特色农产品等获得稳定收入，新农

合让看病就医有了基本保障，陈晏

感到十分高兴，鼓励他们坚定发展

信心， 依靠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

活，并叮嘱镇村干部要及时帮助困

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带领乡亲们早日致富奔

小康。

随后，陈晏来到天生桥村活动

室，与当地扶贫干部、驻村干部座

谈交流，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以及镇村发展情况，对大家的辛勤

付出表示感谢、对帮扶取得的成绩

表示肯定。

他说，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之

年，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责任重

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扶贫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十届

五次全会和市 “两会” 的部署要

求，奋力攻坚、勇夺全胜，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

要持续打好“四场硬仗” ，巩固好

“组组通” 公路建设、易地扶贫搬

迁、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 成果。

要扎实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加大产

业结构调整力度， 推动猕猴桃、食

用菌等绿色农产品“泉涌” 发展。

要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提升行

动，大力开展农村厕所革命、农村

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治理，改善村

容村貌、建设美丽家园。 要持续深

化农村“三变” 改革，强化利益联

结、扩大受益群体，让更多群众共

享改革发展红利。

要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力度，加强全员培训，落实创业扶

持政策，让农民兄弟实现就近就地

稳定就业。 要全面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主动关心照顾，做好兜底

保障。 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发挥好村支两委战斗堡垒作用，为

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要扎

实抓好驻村帮扶，把精锐力量挺在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最前沿，坚守

攻坚一线、确保攻坚成效，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打下坚实基础，以优

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修文县，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

（本报记者）

陈晏赴修文县谷堡镇天

生桥村慰问困难群众和

脱贫攻坚一线干部

鼓足干劲

再接再厉

苦干实干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

打下决定性基础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