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速递

时值春耕，为有效防范和遏制涉农交

通事故的发生，日前，贵阳市云岩区农业

农村局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区交通管理局

组成联合执法组，在辖区开展农机专项整

治行动。 对无牌无证、超载等行为依法做

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消除农机安

全事故隐患。 同时提醒农机车辆驾驶人员

遵规守法，安全驾驶出行。 ■本报记者

云岩多部门联手

专项整治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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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经立项审批，拟对

清镇市卫城镇辖区内部分土地进行征用，实

施清镇市卫城镇产业新城项目建设。 涉及卫

城镇南门村范围地处雁栖大道 --- 寻味大

道 --- 猫猫窝便道 --- 到变电站一带红线

范围内的坟墓进行迁移， 请各位坟主自公告

之日起， 十五日内与卫城镇经济发展办和南

门村村委会联系， 逾期不迁移的将按无主坟

迁移。

特此公告

联系人：经发办 刘道航 18984112929

����������������������������������熊燕军 18786621832

���������������������南门村 杨 嵩 13511945097

清镇市卫城镇人民政府

2019年 4月 12日

紧紧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

迁坟公告

因龙泉变 - 金阳变 220 千伏 I、II 回线路

工程建设需要，于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华镇三铺

村烟灯坡 （金华林业站对面伍家坡三道坎地

段有坟墓数座需迁移。请上述范围内坟墓坟主

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前尽快到我单位办理有

关迁移手续，并将坟墓迁走，逾期施工单位将

按无主坟处理，我单位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付仕云

联系电话：13608572167

�������联系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华镇

三铺村村委会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

金华镇三铺村村委

二 0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按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

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 的

要求，4 月 28 日晚， 南明区针对

社会治安综合管控的难点 、痛

点，展开综合整治行动，综合整

治将持续一个月。

据了解，此次整治行动由南明

区委政法委牵头。 行动首日，该区

公安分局、城管局、文旅局、市场

监管局、 交管分局以及社区等单

位出动 1000 余人组成联合执法

组， 分成打击传销、 清查娱乐场

所、检查酒店旅馆、整治市容秩序

等工作组 ,对四个领域涉及的“乱

象” 进行综合整治。

整治行动前，联合执法组对各

自工作职责、人员分配、路线走向

等进行了周密部署，并制定了行动

方案。

晚上 10点半，1000 余人在松花

路迅速集结后， 分赴各自区域开展

行动。

打击传销执法行动小组重点对

延安南路、 中山南路周边区域的非

法传销行为进行全面清查打击，重

拳出击向传销亮剑，除社会毒瘤。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积极配合

我们的工作……” 当晚 23 时许，在

延安南路某小区 17 栋 1 单元 1701

号房里， 执法小组民警对屋内租住

的 5 名涉传人员进行清查。 经仔细

盘问发现，该 5 人为参加“广东团

队” 的传销人员。 执法人员还在屋

内搜查出了许多传销人员记录得密

密麻麻的“传销笔记” 、各种“拉人

秘籍”和推销手段。

4 月 29 日凌晨零时许，执法小

组民警又敲开了该小区 18 栋 3 单

元 2806 号房的门，当执法人员表明

来意之后，租住在此的“四川团队”

传销人员殷某企图通过发送信息向

同伙报信， 并对民警的盘问清查负

隅顽抗、不予配合。

在执法人员的耐心劝导和强

力制止下， 殷某及其 3 名团伙对

参与传销组织的事实进行了交

待， 执法组也对屋内相关的传销

资料进行了清查收缴。

当晚 6 个执法行动小组分头

行动、精准出击，对涉传人员进行

盘问清查， 详细记录相关人员信

息、发展上下线情况、传销组织情

况等内容， 并对传销人员手机、相

关传销资料、培训洗脑笔记等进行

了收缴，对涉及非法传销的房屋进

行了查封。 据悉，当天的整治行动

持续到次日凌晨 1 时许，经过 3 个

多小时的清查打击，共查获传销人

员 31 名，收回房源 6 套。

当晚， 查获的 31 名涉传人员，

已被全部带回南明区打击传销联席

会议办公室进行进一步调查处理。

当晚，娱乐场所清查组采取明

察和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先后来到

欢唱 KTV、Pink 慢摇吧、IN’ S 酒

吧等娱乐场所， 对场所经营证照、

消防安全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行动中，公安民警进入场所后，

首先对各场所有无悬挂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相关标语的情况进行检查。

经查， 当天执法组所到的场所均悬

挂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标语。

之后，公安民警在前台、大厅、包房

等区域展开现场检查， 甄别现场人

员身份，对“黄赌毒” 可疑人员进行

盘查， 并叮嘱经营业主要自觉遵守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禁止在凌晨

2点后扰民经营。

南明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人

员对场所经营证照是否齐全；是

否存在改扩建行为； 歌舞娱乐场

所歌曲点播系统是否与境外曲库

连接，播放曲目、屏幕画面是否有

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等情况进行

了一一检查。 对 Pink 慢摇吧进行

检查时， 执法人员发现该酒吧请

有 4 名歌手驻唱， 每人每天付费

300 元，但没有办理《营业性演出

许可证》，遂向该场所下达了《责

令整改通知书》。 经营业主承诺，

在手续未补办下来之前， 不再有

类似经营行为。

据统计， 当天检查酒吧 80 余

家、歌舞厅 6 家、足疗洗浴 7 家，发

现 7 家酒吧监控保存时长不足，均

已责令整改。

“黑旅社” 无任何证照，入住无

需办理任何手续， 不仅可能成为流

窜作案分子的藏匿处， 还会为各种

违法行为提供场所， 严重影响了社

会治安的稳定。

“您好 ， 请出示一下身份

证！ ”“请问，这间房间里有几个

人住？ ”“请问，你们两位是什么

关系？ ” ……4 月 28 日晚，南明公

安分局、 区文旅局等部门组成联

合执法小组， 针对小旅社开展集

中整治行动。

整治中， 执法组每到一处，都

详细检查该酒店是否按照公安机关

规定登记、 旅馆业信息系统是否正

常使用、是否及时录入系统、是否有

无证入住、系统延迟退宿等问题。 对

检查中发现有无证入住的问题，执

法组要求到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

对酒店存在的登记不规范等问题，

责令按照要求整改。

当晚，共检查酒店和旅社 70 余

家，发现 11 家酒店存在不按规定登

记的情况，已责令整改。

“来这里休闲娱乐的市民很多，

为了更好地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

所以暂扣您的玩具枪。” 在整治行动

中， 市容环境整治组的执法人员对

被暂扣玩具枪的摊贩解释道。

据悉，为给市民营造良好的

出行环境，市容环境整治组先后

来到松花南路、中山南路周边等

区域，对夜间占道经营 、占道堆

放、噪音污染等各类违章行为进

行重点整治。 南明区交管局执法

人员负责对车辆违章行为进行

查处。 当天，共劝退占道经营摊

贩 14 家 ， 劝阻噪音污染摊贩 4

家，暂扣玩具枪 10 余把，处罚违

停车辆 58 辆。

据介绍， 此次综合整治行动

中， 将市容环境的整治列为重点，

并将长期持续。 花果园城管部门每

周都会定期不定期在平台、 路段、

公园、公共人行天桥等区域开展集

中整治，严厉打击影响市容市貌的

各类违章行为。 为巩固整治成果，

该中队还派人在重点路段、区域值

守，并增派巡逻车辆，随时检查流

动占道经营情况，及时劝阻清退占

道经营摊贩，进一步净化辖区卫生

环境，规范辖区市容秩序，全面提

升城市治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本报记者 王杰

首日出动1000余人组成联合执法组，打击传销、清查娱乐场所等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我省第 28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第一次新闻通气

会上获悉，截至 4 月 28 日，全省新

增减税 50.67亿元。

我省新增减税降费主要有三

类：一是 2019 年新出台政策减税

12.78 亿元； 二是 2018 年年中出

台减税政策在 2019 年的翘尾新增

减税 37.35 亿元； 三是 2018 年到

期后 2019 年延续实施政策新增减

税 0.54 亿元。

据悉，一季度，我省税收收入

完成 783.78 亿元，下降 1.1%，减收

8.4 亿元，减税降费初见成效。 社会

保险费收入完成 63.38 亿元， 非税

收入完成 25.03 亿元。

（本报记者 成虹飞）

贵州今年以来

新增减税50余亿

重拳出击

打击传销

全面清查

娱乐场所

详细检查

酒店旅社

综合整治

市容环境

南明区启动新一轮“综合治理”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轨道交通

公司获悉， 由中铁上海局施工的贵

阳轨道交通 3 号线花溪南站顺利通

过开工条件验收后正式开钻， 比原

计划提前了 4天开工。

据了解， 在征地拆迁受制的

情况下，项目部“见缝插针” ，反

复优化交通导改方案， 先后完成

了绿化迁移、 交通导改、 围挡建

设、 供水供电以及内业资料整理

等工作，为顺利开工赢得了时间，

加快了工程建设速度。

至此，该项目部花溪南站、明珠

大道站和桃花寨站三个车站均实现

了实质性开工。 （本报记者 王芳）

轨道交通3号线

花溪南站开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