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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博物馆首批展品交接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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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11 日，“贵阳市

花溪大道沿线地块开发建设推介

会” 在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8 楼会议室成功举行。 会上，贵

州省建院介绍了花溪大道城市设

计方案进展情况。 花溪大道沿线

规划范围内计划出让用地近 70

块， 预计开发建设用地总规模达

407.2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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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贵州省建院相

关负责人介绍， 花溪大道沿线的

打造，将根据 TOD（以公共交通

为 导 向 的 开 发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开发模式进行，将花

溪大道沿线打造成数字智慧景

城、 山水人文家园、 创新示范轴

窗、协同共享模式。规划建立分层

开发的立体地下空间开发模式，

建立完善、高效、人性化的地下空

间网络系统， 结合轨道交通 3 号

线的开发建设， 在轨道交通站点

附近进行高强度的地下空间开发

建设。 充分考虑周边地块用地性

质及建设条件，将 13 个沿线站点

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城市型、文旅

型和综合型。

同时，构建 “四组团九集聚”

产业布局体系，把花溪大道沿线区

域实现产业转移，进行产业二次集

聚的重要纽带，形成集约化高端发

展的优质人居地。 以 3D 土地开发

模式带动复合梯级土地开发时序，

规划面积 27.9 平方公里； 其中核

心范围面积为 10.6 平方公里，增

加了文化设施用地、公园绿地的用

地比例， 强化了商业服务业用地，

形成区级商业中心和其他次级商

业中心，以贵阳西站、花溪公园、甘

荫塘区、花溪南站周边形成分级服

务网络。

会上，据南明区、花溪区、经开

区以及贵州省建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 花溪大道沿线规划范围内计划

出让用地近 70块，预计用地总规模

达 407.28公顷。 其中不少地块的区

位、交通、环境、配套等优势明显，是

进行房开的优良地块。

业内人士分析， 本次推介会

的成功举办意义重大， 这预示着

一张贵阳城市客厅的 “新红毯”

徐徐铺开， 随着花溪大道沿线的

升级建设， 为贵阳城市又将增添

一张靓丽的新名片， 也为广大房

企开发施展提供了一片新的广阔

空间，前景令人期待。

（本报记者 商昌斌）

预推出约407公顷的开发建设用地，打造数字智慧景城和山水人文家园

花溪大道沿线 将要这样开发

本次推介会上， 贵阳市住建局

副局长张俐介绍， 为改善花溪大道

沿线居民人居环境，拉动经济增长，

花溪大道进行了全新的城市设计，

有四个重要特点：

一是建设成贵阳市创新型全域

旅游的新标杆。 2018年 7月经市政

府专题会议研究决定， 花溪大道城

市设计北至中环路南段， 南至南环

高速， 西至甲秀南路， 东至大成山

脉，道路全长 21 公里，研究范围约

52.65 平方公里， 规划面积约 27.9

平方公里。通过向国际（国内外）公

开征集城市设计理念和方案， 指导

沿线区域高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

高质量发展， 将花溪大道打造成一

条集文化、旅游、产业、景观、绿色的

新型城市大道， 建设成贵阳市创新

型全域旅游的新标杆。

二是深度挖掘区域城市发展的

潜力，夯实贵阳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

础。 花溪大道城市设计不仅立足于各

地块指标等满足规划法规，而是深刻

认识到城市建设属于经济建设的范

畴，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龙头就是

城市建设。 花溪大道城市设计立足于

挖掘南明、经开、花溪三个区域城市发

展的潜力，使科学合理的城市设计，成

为贵阳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龙头。

三是政府为加快城市建设提高

服务水平的实在体现。 花溪大道城市

设计按照“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

财富”的理念，政府先期加大基础设

施投入，在建设资金有限情况下，政府

设法加快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基础设

施，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先决条件。

四是花溪大道片区开发建设，是

贵阳 20年城市规划的积淀。近日，省

政府批准的《黔中经济区核心区空

间发展战略规划》 将惠水县纳入贵

阳都市区范围，加快推进惠安大道花

溪段建设，支持花溪区道路延伸至惠

水经开区等道路加快建设。现在人民

大道改造与花溪大道融合一体，贯通

贵阳城市南北。随着轨道 3号线的建

设，地下与人民大道、花溪大道地面

交通，将构成我市新的“中华路” 。花

溪大道片区开发建设不仅是 20年规

划的积淀，更是助力（花溪 -惠水）

同城化发展的强力纽带。 商昌斌

花溪大道城市设计四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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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针对新一轮强降雨，省

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 7

月 11日 10时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

应。

据气象水文预报，11 日夜间到

12 日白天，省的中部及以西以北地

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乡

镇有大暴雨；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

天，省的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

有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

受强降雨影响， 乌江上游三岔

河、北盘江支流打帮河、锦江支流太

平河和小江、松桃河、都柳江干支流

等河流可能发生中小洪水， 强降雨

区域内发生山洪、滑坡、塌方、泥石

流和城镇内涝风险高。

省防指提醒， 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适时启动本地区本部门防汛应急

响应，从最不利情况出发，做好最充

分的防汛准备； 各级各类防汛责任

人要立即上岗到位，做好应急队伍、

物资、通信等应急抢险救援准备；要

启动气象、水文滚动预报预警机制，

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要认真落实江河洪水、 城乡内

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崩塌等防范

应对措施，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报，

科学调度水工程。

同时，强化水库电站、山塘、城

镇易涝区、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

患点、尾矿库、矿山矿井、在建工程、

交通运输、水上交通、景区景点、工

棚、 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巡查防

守，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确保群

众生命安全。

（本报记者 成虹飞）

强降雨将至 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预计今明两天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

本报讯 7 月 11 日，由教育部、

清华大学、 贵州省教育厅主办的教

育部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陈冲

校长工作室” 授牌仪式暨贵州省陈

冲智库专家工作坊 “拔节孕穗 德

润人生” 全国名校长论坛在贵阳观

山湖区华润国际小学举行。

此次活动邀请了教育部、 清华

大学的专家， 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名校长等 200 余人见证授牌仪式并

分享相关的教育理念。据了解，陈冲

校长工作室共有成员学校 15 个，学

员学校 8 个， 成员学员学校均由各

地州市教育局推荐。

记者获悉，教育部“国培计划”

第二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于

2018 年启动，教育部面向全国遴选

121 名中小学名校长， 贵州有 4 位

校长入选， 分别是贵阳市第二中学

校长段丽英、 遵义市道真自治县民

族中学校长王琦、 贵阳市观山湖区

华润小学校长陈冲（原贵阳市师范

学校附属实验小学校长）、 北京师

范大学贵阳附属小学校长张羽。

为了抓好教育部名师名校长领

航工作室建设，省教育厅将整合“国

培计划” 等教师培训项目资源和省

级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专项

资金， 为工作室配套建设资金 50万

元，专项用于工作室学习研修、送教

下乡、课题研究等。 （岳欢）

本报讯 7月 11日，记者从省人

社厅获悉，于 7月 10日在上海举行

的世界技能博物馆首批展品交接仪

式上，我省推荐的传统木工“刨子”

系列工具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

黔东南民族工匠在木构中发明了

大量工具，其中刨子种类繁多，此次凯

里学院王展光博士捐赠的 14种不同形

状“刨子”，仅是已知“刨子”系列的一

部分。“刨子”系列工具被世界技能博

物馆收藏， 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认可，

是对传统民族工匠的鼓舞，对保护和传

承传统民族工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据悉， 建设世界技能博物馆是

我国申办世界技能大赛的庄严承

诺，博物馆将于 2021 年 9 月上海举

办世界技能大赛期间同步建成，旨

在展示国际技能发展历史和最新潮

流，弘扬工匠精神，打造成世界技能

组织的重要分支机构。 本次交接的

展品共 30 组 105 件， 包括实物、照

片、影像、工具、作品等。 （孙维娜）

昨日正式授牌

“陈冲校长工作室”

系教育部中小学名校长领

航工程

“刨子”系列工具

本报讯 7 月 10 日晚， 观山湖

区开展群租房专项整治行动， 对辖

区部分小区群租房乱象进行整治。

当晚 6 点 30 分， 整治行动开

始， 观山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

合会展社区、 派出所、 区市场监管

局、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单位共计

40 余人参加行动。 根据安排，全体

人员分为八个小组开展入户调查。

工作人员入户摸排发现， 部分

出租房存在违规装修、 违规增设卫

生间、 出租人对租客收取高额水电

费等问题。 对涉嫌违规租赁的房东

及房地产经纪机构， 已移送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此外， 工作人员同时对租客进行

了房屋装修、租赁等有关政策法规的宣

传教育。 下一步，观山湖区将加强对群

租房乱象的整顿，重点打击房地产经纪

机构违规租赁住房的行为。 （张鹏）

观山湖区多部门

专项整治群租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