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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朋友们：

一年一度的中元节（俗称“七

月半” ） 即将来临， 在这个缅怀故

人、寄托哀思的时节，为减少环境污

染，消除公共安全隐患，确保中元节

祭祀活动文明有序、平安和谐，我们

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

让我们文明祭祀， 弘扬时代

新风。 大力提倡鲜花祭祀、网络祭

祀、家庭追思等文明风尚，变实物

祭扫为注重精神传承， 营造文明

祭祀的社会新风。 各区（市、县）

要指导社区（乡镇）在居民小区

合理设置安全规范的集中祭祀

点，做好文明引导，劝阻不文明祭

祀行为。 广大党员干部、国家公职

人员要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做

“告别陋习、崇尚文明” 的先行者

和带头人。

让我们环保祭祀， 牢记安全第

一。充分发挥城市主人翁精神，保护

碧水蓝天，不在广场、绿地、公园、河

道边、主要街道、公（铁）路沿线、背

街小巷等公共场所和水源保护地烧

纸焚香、抛撒冥币、燃放鞭炮。 牢记

安全第一，不影响他人生产生活，不

干扰社会正常秩序， 自觉维护优美

整洁的市容环境。

让我们节俭祭祀， 践行敬老

爱老。 遵守社会公德，崇尚敬老

爱老传统美德，树立厚养薄葬新

观念。 提倡对在世老人尽孝心、

多关爱，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老人逝去后，不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相互攀比 ，以节俭方

式寄托哀思。

市民朋友们，文明我来，文明

大家来。 移风易俗，弘扬新风，从

你我做起。 让我们迅速行动起来，

文明祭祀、环保祭祀、节俭祭祀，

用文明行为扮靓文明城市， 让文

明之风吹遍爽爽贵阳。 让我们携

起手来，以良好的城市风貌，喜迎

建国 70 周年！

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贵阳市生态环境局

贵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贵阳市水务管理局

2019年 8月 7日

文明祭祀，是最好的缅怀！

贵阳市中元节文明祭祀倡议书

本报讯 8 月 13 日， 记者从贵州

省应急管理厅获悉，今年 1-7月，全省

安全生产形势平稳，烟花爆竹、农业机

械、渔业船舶、水上运输和航空运输等

行业未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据统计，1-7 月份全省发生各类

事故 726起、死亡 547人。 其中：

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事故 650 起、

死亡 437人。 其中：道路运输事故 619

起、死亡 409 人；铁路运输事故 28 起，

死亡 24 人；仓储业事故 1 起、死亡 1

人；装卸载搬运事故 2起、死亡 3人。

采矿业事故 21起、死亡 37人。其

中：煤矿事故 14 起、死亡 28 人；金属

非金属矿山事故 7起、死亡 9人。

建筑业事故 28起、死亡 33人。其

中： 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事故 18 起、

死亡 20 人； 交通建设工程事故 6 起、

死亡 9 人；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事

故 4起、死亡 4人。

商贸制造业事故 12 起、 死亡 19

人。其中：化工事故 1起、死亡 1人；冶

金机械八行业事故 4 起、死亡 5 人；住

宿和餐饮业事故 3 起、死亡 9 人；批发

和零售业事故 1 起、死亡 1 人；金属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事故 2 起、死亡 2 人；

其他制造业事故 1起、死亡 1人。

其他行业事故 15起、死亡 21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虹飞）

今年1-7月

我省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726起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3 日从应

急管理部获悉， 财政部、 应急管

理部近日向江西、湖南、重庆、贵

州、 云南等 5 省市下拨中央自然

灾害救灾资金 3.78 亿元，用于 5

省市近期群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救

灾工作。

据了解， 这笔资金包括江西

2500 万元、 湖南 1.15 亿元、 重庆

7400 万元、 贵州 6200 万元、 云南

1.02 亿元，用于包括灾后人员搜救

等应急处置、为避免二次人员伤亡

所采取的调查与监测、周边隐患排

查、人员紧急疏散转移、排危除险

和临时治理措施、现场交通后勤通

讯保障等。

针对江西、 湖南、 重庆、贵

州、 云南等省市入汛以来地质

灾害多发频发的情况， 应急管

理部主要负责人多次调度指挥

抢险救援救灾工作， 派出多个

工作组赶赴地方， 全力指导和

协助当地开展地质灾害应急处

置工作。

本报讯 8 月 13 日， 贵州省委

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主持召

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的指

导意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宣传

工作条例》精神以及省委书记孙志

刚在贵阳调研革命传统教育和公

共文化服务工作时的指示精神，研

究贵阳市贯彻落实措施。

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晏传达。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忠，市政协主

席王保建，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

委书记向虹翔， 市委常委出席，市

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参加。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我

们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实现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 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

的分析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坚

决发展产业、坚持扩大开放，不断做

大做强以中高端消费和中高端制造

为主的实体经济，统筹做好“六稳”

各项工作，有效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积极对接先进理念、先进生产力和

先进要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认真落实管党

治党政治责任，着眼激发干事活力

实施精准问责，严格按照中央和省

委的部署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要全力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 突出问题，牢牢把握标准

要求，扎实抓好教育、医疗、住房、易

地扶贫搬迁、饮水安全等重点环节

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确保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出列“清零” 。要保

护好、管理好具有重要价值的革命

遗址，发挥好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

作用，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让党员干部尤其是青年

一代，在学习党史、牢记历史中感悟

光荣传统、汲取奋进力量。

会议强调，要持续宣传好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始终坚守住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

导向，自觉承担起新时代宣传工作

的使命任务，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

领导贯穿始终，为改革发展提供有

力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要坚

持政治巡察定位，加大巡察工作力

度，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 ，加强

对巡察工作的领导，以更加有效的

举措推动巡察工作向纵深发展。 要

加强青年一代思想政治工作，切实

推动青年成长成才，大力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为贵阳市坚持高标准

要求、加快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汇聚

青春力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各区（市、县）、市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贵阳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两部门向贵州下拨中央救灾资金

数额6200万元，用于近期群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救灾工作

本报讯 8 月上旬以来，成贵高

铁白云站信号设备展开紧张有序的

验收， 这是该条高铁信号设备进入

全面验收的缩影， 向着全线通车的

目标又近了一步。

白云站位于贵阳市白云区境

内，虽已初具规模，但许多部位还在

紧张地建设着。该站设 8股道，其中

正线 4股道、站线 4 股道，还包含一

个尖坡线路所。全站共有 21组提速

道岔，30 架信号机以及 52 个轨道

电路等电务信号专业设备。

8 月上旬以来， 中国铁路成都

局集团有限公司贵阳电务段成贵筹

备组的职工们顶着烈日， 对站内外

的信号通信设备开展逐一检查和验

收。据了解，对白云站内信号设备开

展验收检查， 这只是成贵高铁黔、

滇、川段信号设备验收的一个缩影。

目前，贵阳电务段还有 46 名平均年

龄在 27岁的年轻人，持续奋战在成

贵高铁管段 300 余公里线路和白

云、清镇、毕节、镇雄等 8个高铁站。

成贵高铁全线通车后， 动车组

从贵阳到成都最快将压缩至 3 小时

以内，比目前经由渝贵铁路、成渝高

铁节省约 30分钟。 （曾鸣 曾秦）

成贵高铁信号设备进入全面验收阶段

信号工们正在验收白云站高铁信号设备

本报讯 8 月 13 日， 记者从贵阳

城发集团获悉， 目前人民大道南段建

设桩基施工已接近尾声， 全面进入桥

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据贵阳城发集团项目管理公司工

程部负责人张少锋介绍， 人民大道南

段建设正有序推进， 目前总体形象进

度已完成 47%。其中，路基土石方开挖

完成约 73%； 桥梁工程总体形象进度

完成 31%，包括桩基完成约 93%，承台

完成约 66%，墩柱完成约 61%，框架桥

完成约 18%等，围护桩全部完成。

“目前重要节点工程施工实施跟

踪督办，形成攻坚合力，保障关键节点

的快速推进。 同时抓实抓细施工单位

现场施工，确保工程按进度推进，早日

实现通车目标。 ”张少锋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人民大道南段

桩基施工接近尾声

总体形象进度完成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