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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11日，交通运输部

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 今年将实现

全国 260 个地级以上城市交通一卡

通互联互通。

乘客持带有“交通联合” 标志

的交通一卡通， 可在已实现互联

互通城市的地铁和公交使用。 乘

客原有的非“交通联合” 卡，可按

当地政策退换为交通联合卡后实

现异地使用。 其中，贵州省包括贵

阳市全部公交和轨道线路， 遵义、

六盘水、安顺、毕节、铜仁、都匀

（黔南）、 凯里 （黔东南）、 兴义

（黔西南）全部公交线路。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有 245

个地级以上城市实现交通一卡

通互联互通。

因北京市交通一卡通系统正

处于升级调试阶段，目前,北京公

交系统暂支持全国 50 个城市的

交通一卡通刷卡使用，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暂支持全国 188 个城市的

交通一卡通刷卡使用。

■据央视新闻

贵阳将与全国259城“交通一卡通”

去外省坐公交地铁，方便了！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小

城镇建设项目推介会上获悉，贵阳清

镇市、息烽县、开阳县、修文县共计

22 个乡镇上报推荐了 52 个小城镇

项目，约 81100亩土地拟开发利用。

据介绍， 本次推介会由贵阳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办、 贵阳市房

地产业协会协办。举办此次推介会，

既是整合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优势资

源助推贵阳市小城镇建设发展，也

是促进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契

机， 为房开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新的

方向和目标。

据了解，自 2012 年下半年召开

第一届全省小城镇建设发展大会以

来， 贵阳市按照统筹规划、 合理布

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加

快建设一批交通枢纽型、 旅游景观

型、绿色产业型、工矿园区型、商贸

集散型小城镇，做到一年一变化、三

年大变化。通过几年建设，贵阳市示

范小城镇按照 “8+X”“10 个 1” 工

程标准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充

分发挥了辐射作用， 极大地促进了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累计完成招商

引资签约到位资金 149.76 亿元，培

育和壮大了相关产业， 带动了农村

劳动力的就业转移， 改善了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增加了群众收入。

现在的贵阳正好迎来小城镇建

设最好的发展时期，为进一步扩大推

进贵阳市乡镇建设， 优化利用资源、

增加就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群众生活质量，经梳理，清镇市、息烽

县、开阳县、修文县共计 22个乡镇上

报推荐了 52个项目， 约 81100亩土

地拟开发利用， 涉及康养、 农业、文

旅、房地产、酒店等建设方面。

清镇市、息烽县、修文县、开阳

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分别对其辖区

范围内推出小城镇项目的地理环

境、资源优势、后期规划以及政策支

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本报记者 商昌斌）

22个乡镇约 81100亩土地拟开发利用

贵阳推出52个小城镇建设项目

本报讯 7 月 1 日起， 安装 ETC

的车辆在全国联网省份通行高速公

路时将享受优惠。 记者昨日从贵州

省取消省界收费站宣传组获悉，从

本月开始， 全省高速公路的 251 个

收费站以及服务区将逐步开设“ETC

免费安装服务点” 。

截至目前， 我省已经开设了

236 个便捷服务点， 到 6 月底，将

达到 251 个。 省交通部门鼓励车

主尽快安装相关设备， 目前实行

“三免政策” ：安装免费、设备免

费、服务免费。

贵州高速集团工作人员称，收

费站和高速公路营运部门将调集大

量工作人员培训驻站， 帮助车主快

速安装激活账号，“一般只需要 10

分钟即可安装完毕” 。

据了解， 从 7 月 1 日开始 ，

所有通行高速公路 ETC 通道的

车辆 ， 将享受 9.5 折通行费优

惠。而贵阳环高直接享受免费通

行的优惠政策。

（本报记者 王芳）

251个收费站 将设ETC安装点

省交通部门提醒车主尽快安装相关设备，享受通行优惠

本报讯 6月 12 日，记者从乌

当区阿栗村获悉， 今年， 当地

7000 余亩杨梅喜获丰收，产量达

500余万斤。6月中旬至七月底为

采摘期，欢迎市民前去采摘。

据了解， 阿栗杨梅分为白水

杨梅、 火炭杨梅、 鸡蛋杨梅等品

种，由于肉质好、果汁适中、甜味

重、酸味轻，深受市民欢迎。

据阿栗村党支部书记曾晓

平介绍， 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不受侵害， 阿栗村分别在

辖区主要销售地点设立 4 把公

平秤，党员、代表、村民组长、村

民签订承诺书 1000 余份，如有

违反承诺书规定， 愿意承担相

应村规民约的处理或法律责

任，欢迎社会各界予以监督。

（本报记者 谢孟航）

阿栗杨梅 喜获丰收

7000余亩杨梅，产

量达 500余万斤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州省人

民检察院获悉，近日，由兴义市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晴隆县人民检

察院对晴隆县农业农村局怠于履职

行政公益诉讼案进行宣判。据悉，这

是贵州省首例食品药品领域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

据了解， 晴隆县生猪定点屠宰

场是晴隆县境内唯一一家从事生猪

定点屠宰的企业， 承担满足全县人

民群众日常生活肉食品的需求。

但该企业经查处， 不仅缺乏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规定应当具

备的条件，而且存在生产设备落后，

未进行肉品品质检验， 屠宰场所卫

生恶劣， 且无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设

施等情形。

检察院认为，晴隆县农业农村

局作为监管部门，未按照《生猪屠

宰检疫规程》 相关规定开展屠宰

检疫工作，对屠宰企业食品安全违

法行为未依法进行处理，并督促屠

宰企业进行有效整改，食品安全隐

患突出， 危害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向法院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

最终，经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判

决被告晴隆县农业农村局怠于履行

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 责令被告依

法履行法定职责， 保障畜禽屠宰环

节肉品卫生安全。

（张云 本报记者 梁俊鹏）

本报讯 据贵阳市公安交管局

发布的消息，从 6 月 15 日起，贵阳

轨道交通 3 号线大营坡站、 茶店站

将在新添大道进行施工， 周边交通

组织及公交线路将发生变化。

据了解， 贵阳轨道交通 3 号线

大营坡站、茶店站施工期为 2019 年

6 月 15 日至 2021 年 2 月 15 日，施

工期间将占用部分车道， 剩余车道

双向通行。

为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周边

道路安全畅通，施工开始后，周边交

通组织将发生变化。 其中，在新添大

道与化工路交叉口， 禁止从大营坡

方向进入该路口的车辆调头， 调头

车辆要前行至省二医调头； 在新添

大道与中天花园交叉口， 禁止从黄

山冲方向进入该路口的车辆左转和

调头， 前往中天花园方向的车辆需

前行至新添立交调头后进入。

另外，施工期间，公交车站点也

有调整。 25路、86路、56路、271路、

79路、253 路、K271 路将临时取消化

工路口站。 （本报记者 李强）

轨道地铁 3号线

两个站点将施工

分别是大营坡站、茶店站，周边

交通组织及公交线路将调整

贵州省首例食药品领域行

政公益诉讼案宣判：

怠于履行监管职责

农业农村局成被告

市民在果园里采摘杨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