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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地今起气温将回升
冻雨天气
“
告退” ；贵阳今日阴天有小雨，气温 0℃-5℃
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预计，我省
各地今日白天气温将回升， 冻雨天
气将结束。
据省气象台统计，2 月 9 日（初
五）8 时至 10 日（初六）8 时，省的
中部以东以北地区有 43 县城最低
气 温 在 0℃ 以 下 （万 山 -4℃ 最
低），其中万山、三穗、黎平、黄平、
凯里、丹寨、麻江、都匀、独山、贵定、
开阳、贵阳城区、汇川等 13 地区出
现冻雨，天柱、黎平等 2 县城降雪。

据 省 气 象 台 消 息 ，10 日 白 天
到夜间， 省的西部边缘地区多云
转阴天有小雨，气温下降，其余地
区阴天有小雨， 中东部地区地势
高处有冻雨或雨夹雪， 局地伴有
道路结冰。
具体预报为：10 日夜间到 11
日白天， 省的中部以东以北地区
阴天有小雨， 夜间到早晨地势高
处有冻雨或雨夹雪， 局地伴有道
路结冰， 西部地区小雨转阴天间

多云，其余地区阴天有小雨，省内
大部地区夜间到早晨 有 雾 ；11 日
夜间到 12 日白天，省的东部地区
阴天有小雨，西部地区多云到晴，
其余地区小雨转阴天到多云，各
地气温回升， 省的中东部地区地
势高处有雾；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
天，省的西部地区多云转晴，东部
地区阴天有小雨， 其余地区小雨
转阴天间多云。
贵阳市预计这周前中期（11 日

至 14 日）， 全市气温有所回升，后
期 （15 日至 17 日）， 受冷空气影
响，全市转为阴雨天气，夜间到早晨
多雨雾； 最高气温在 14℃左右，最
低气温 0℃。
具体预报为：11 日， 阴天有小
雨，气温 0℃-5℃；12 日，阴天间多
云, 夜间有小雨， 气温 3℃-8℃；13
日，阴天间多云，夜间有小雨，气温
5℃-14℃。
（本报记者 张晨）

贵安高铁站 揭开神秘面纱
目前进入装饰装修的收边收尾阶段，有望今年6月底完工
本报讯 记者从中铁建工集团
贵安高铁站项目部获悉，目前，贵安
高铁站项目部正向该站最后竣工发
起冲刺， 站房工程已进入最后现场
—装饰装修的收边收尾
施工环节——
阶段，站房整体外观已初露真容，站
房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 90%以上，
有望今年 6 月底完成施工。
“贵安站以‘黔中新秀、生态
独韵’ 为设计理念，在装饰装修细
节上凸显贵州多民族文化内涵与
现代建筑和高铁站房的完美融
合。 ” 中铁建工集团贵安高铁站项
目部副经理廖志成介绍，进站大厅
设计了两幅巨形浮雕，展现了贵州
蜡染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外
墙面窗花以苗、侗、壮三种民族图
案抽象设计，民族特色浓厚；外墙
与屋面檐口采用钢结构斗拱造型，
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斗拱的特点，
实现了屋面和建筑四周的自然过
渡与精美和谐；屋面安装半圆形铝
合金型材，大气磅礴，使仿古建筑
与现代金属屋面完美结合，实现了
新旧建筑风格的有效传承。
贵安站原名清镇东站，经一类
变更后更名为贵安站，位于贵安新
区湖潮乡新民村，地处贵安新区湖
马片区核心区， 主要由侧式站房、
高架候车层、雨棚站台、站前平台
铺装、城市通廊和站房其他相关工
程等组成，总建筑面积 8 万多平方
米，其中侧式站房建筑面积 4.85 万
平方米，宽 288 米；高架候车厅面积
1.21 万平方米， 最高峰时可同时容
纳 2 万名旅客；站台和雨棚建筑面
积 1.8 万平方米。
贵安站是集高铁、地铁、公交
车、出租车、长途汽车无缝换乘于
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交通枢纽，是贵
州省仅次于贵阳北站的第二大高铁
站。 该站投运后，沪昆高铁每天将
有百余趟往返高速动车组在该站停
靠。
（胡春旭 本报记者 曾秦）

贵安站真容初露

贵安站站台

贵安站候车大厅

■相关新闻
2月8日至3月2日——
—

草海加开 K9553 次列车， 贵阳 22:
57 开车，经停安顺、六枝和六盘水 3
站，次日 5:20 抵达草海，历时 6 小
时 23 分。
二、2 月 9 日至 3 月 2 日，草海
至贵阳加开 K9551 次列车，草海 7:
00 开车，经停六盘水、六枝和安顺 3
站，当日 12:39 抵达贵阳，历时 5 小

时 39 分。
票价:这两趟列车全程硬座、无
座均为 28.5 元。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乘客，详情
请以车站公告为准， 若有疑问请
致电 成 铁 客 服 热 线“028-12306”
咨询。
（本报记者 曾秦）

黔桂两地高手
荔波角逐“
陀螺王”
大年初四，2019 年 “迎春杯”
黔桂两省区第四届花样陀螺友谊
赛暨第五届竞技陀螺争霸赛及鸟
王大赛在美丽的荔波县瑶山瑶族
乡开幕。
本次系列赛事汇聚了来自广西
八圩、瑶寨、南丹、怀里、里湖、花果、
瑶里、纪后、仁广、关西、瑶山、菇类、
梦柳、荔波三中等两省区的 15 支代

我省民政兜底脱贫取得
显著成效

近168万贫困对象
纳入低保救助范围
本报讯 来自省民政厅的消息，
2018 年， 我省充分发挥民政工作在脱
贫攻坚中的兜底脱贫、 治理扶贫和社
会扶贫作用， 目前全省有近 168 万贫
困对象被纳入低保救助范围， 民政兜
底脱贫取得显著成效。
兜底脱贫方面， 我省进一步健全
以收入核查为核心的低保对象精准进
入和退出机制， 加强农村低保制度和
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确保“应保
尽保、应扶尽扶” 。 目前，全省共有农
村低保对象 226.9 万人，农村特困人员
7.99 万人， 纳入农村低保和农村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保障的贫困人口达
167.7 万人，占保障对象的 71.4%，较大
幅度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治理扶贫方面， 我省创建移民安
置区和谐生活共同体， 推动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实现自治组织、自治机制、
社区便民服务、 兜底保障、 能力提升
“
五个全覆盖” 。 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新建街道办事处 3 个、 居民委员会
196 个、村民委员会 24 个，建成社区服
务中心（站）181 个。
社会扶贫方面，去年举办“贵州
省第五届慈善项目推介会” ， 现场募
集善款 2.07 亿元助推脱贫攻坚。 出台
相关政策， 引导社会组织投入 5.4 亿
元助力脱贫攻坚。
2019 年， 贵州民政将以脱贫攻坚
统揽全局，聚焦脱贫攻坚“两不愁三
保障”， 深入推进民政兜底脱贫
“
6+1” 行动；进一步健全低保对象精
准进入、精准退出机制。 健全农村低保
与扶贫开发“
三共同” 机制，深入开展
“双清双入双退” 。 完善临时救助制
度，健全急难救助长效机制……
（本报记者 曾秦）

“
众筹” 聚人心
邻里守望“
爱”
瓮安珠藏镇新华村成立
“邻里守望志愿者协会”

贵阳至草海 增开 2 趟普列
本报讯 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 月 8 日至 3
月 2 日， 贵阳至草海间往返增开 2
趟普速列车，缓解节后省内短途方
向客流压力。
具体增开日期、车次、运行时
刻、经停站点和票价分别为：
一、2 月 8 至 3 月 1 日，贵阳至

■新闻速递

表队 150 名参赛精英。
陀螺又称打陀螺、“打老牛” ，
有“
中国最早娱乐项目” 之称，也是
瑶、彝、壮、佤等少数民族喜爱的传
统体育活动，1995 年被正式列为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
目，自此陀螺逐步由传统民间游戏
登上了中国民族体育竞技的舞台。
蒙莎莎 本报记者 张仁东
掌上陀螺

本报讯 2 月 2 日，对于珠藏镇新
华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
数十名漂泊在外的游子围聚在一起，
自发成立了“珠藏镇新华村邻里守望
志愿者协会” 。
“一个人献爱心不难，难的是人
人参与献爱心。 ” 在瓮安县珠藏镇新
华村，这里的乡亲将“
众筹” 作为脱贫
攻坚的重要动力， 让邻里守望成为山
村爱的凝聚剂。
“我们村年初每个寨子筹钱种花
种草美化环境， 夏季干旱时筹钱义务
为乡亲爱心送水， 春节筹钱筹物送温
暖送关爱， 每一次活动筹来的资金谁
来安排、谁来监督都是个实际问题，所
以成立了协会，今后规范了，参与的人
也更多了。 ” 当选协会第一届理事会
理事长的吴杰向参会爱心人士介绍协
会成立的背景、目的等信息，并表示将
把邻里守望做成新华村的精神品牌。
成立大会结束后， 参会的乡友们
统一穿上喜庆的红色志愿者服装，用
筹备期间众筹的爱心款对 18 户特困
家庭进行慰问。 让爱在众筹中不断凝
聚，邻里互望，必将让这个边远的山村
在悄然无声中实现蜕变。
（邓孔华 谭德明 本报记者 张仁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