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综合消息 经过近 3 个月

的悉心打造， 全新升级的南明区政

务服务大厅将于 8 月 19 日精彩亮

相，正式对外办公。

新大厅位于青云路与解放路交

汇处金龙滨河湾壹号， 办公区域共

有三层，面积约 8000余平方米。“升

级版” 的政务服务大厅受理事项更

全面集中，功能分区更科学合理，便

民服务更贴心周到。

新大厅进驻部门由原来 9 家升

级到 27家（包括税务、市场监管、人

社、民政等等），办事窗口由 44 个升

级到 198 个， 办理事项由 299 项升

级到 524 项，进驻人员由 62 人升级

到 360 余人，实现了“进一扇门，办

全区事” 。

新大厅全面升级排队叫号系

统，设置了“人脸认证” 功能，建立

了“无声叫号” 服务系统，并开发线

上预约功能，群众可预约、错峰、择

时办理相关业务。

新大厅对接省政务中心， 打通

政务智慧管理系统， 对政务服务能

力、窗口事项办理情况、一窗改革成

效、 网上办事服务事项以及大厅办

理事项进行综合分析。

新大厅按照综合一窗、 部门一

窗、行业一窗进行分类整合；梳理出

一窗通办事项 324 项， 实行无差别

受理， 让企业和办事群众“一目了

然、一看就懂” 。

新大厅区域内增设了 24 小时

无人值守工作台， 企业和群众可享

受“查询打印、预约预审、受理办

理”和“全时段零等待”服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本报讯 8月 10日，贵州省人民

政府《关于请求批准立项建设黔北

（德江）机场的请示》获国务院、中

央军委批复。

黔北（德江）民用机场其性质

为国内支线机场， 场址位于德江县

堰塘乡南侧露青村。

本期建设规模为飞行区等级

4C， 新建一条长 2800 米的跑道，航

站区按满足 2025 年旅客吞吐量 55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350 吨的目标

设计， 新建航站楼 7000 平方米、站

坪机位 6个。

项目配套建设通信、 导航、气

象、供电、供水、供油、消防救援等辅

助生产设施。

黔北（德江）机场项目总投资

约 21.13亿元，建成后由地方经营管

理，民航局实行行业管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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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 乌当区第四届技

能之星暨首届甲秀工匠电工、 电焊

工、刺绣专业竞技选拔赛在贵州利美

康光彩职业技工学校成功举行。来自

全区的 79名技工， 经过激烈一天角

逐， 陈仕刚获得电工专业组一等奖，

李世方获得电焊工专业组一等奖，黄

水云获得手工刺绣专业组一等奖。

据了解，该选拔赛是由乌当区政

府主办，乌当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乌当区总工会承办，贵州利美康

光彩职业技工学校、贵州新风彩职业

培训学校协办。 大赛紧扣“献礼祖国

七十华诞， 展现大国工匠风采” 主

题，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营造

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

敬业风气。

选拔赛历时两个多月， 大赛包括

启动、筹备、宣传、报名、决赛等五个

环节。 当天选拔赛决赛环节采取理论

知识和技能操作相结合方式，总成绩

由理论知识得分和技能操作得分组

成，按百分制计算，理论知识占总成

绩的 30%，技能操作占总成绩的 70%。

通过一天激烈比拼，最终决出电

工、电焊工、刺绣一等奖各 1名，授予

“2019 年乌当区技能之星选拔赛一

等奖” 荣誉称号， 颁发证书及 5000

元奖金；二等奖各 1 名，授予“2019�

年乌当区技能之星选拔赛二等奖”

荣誉称号，颁发证书及 3000 元奖金；

三等奖各 1名，授予“2019 年乌当区

技能之星选拔赛三等奖” 荣誉称号，

颁发证书及 1000元奖金。 并对参赛

积极、组织较好的参赛代表队分别给

予表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贵医附院

获悉，目前最先进的心外科微创手术

已在该院正式上线。 近日，该院心外

科选在同一天，集中开展了 8台心脏

外科微创手术，手术完成时间以及同

一天完成数量均打破贵州纪录。

“8 名年龄段在 13 至 64 岁的

心脏病患者从早上 8 点到下午 3 点

分别接受了手术，经过测算，平均每

台手术时长 10几分钟。 ” 贵州医科

大学校长、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心外科学科带头人梁贵友说，当然，

“快” 不是微创手术的唯一关键词，

“做到以人为本， 尽量减少病人痛

苦，减少对病人的身体损伤，才是医

疗技术发展的最终方向。 在不插管、

不开刀，局部麻醉前提下，成功实施

了经皮卵圆孔未闭封堵术。”梁贵友

解释， 医生在患者大腿根部留下一

个针眼大小的孔，以此为路径，同样

能够处理心脏隐患。

另外，接受手术的 8 名患者，都

在 3天内出院，这与“两三天才能下

床、七八天才能出院” 的传统手术相

比，时间又胜一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本报讯 昨日，贵州省卫生健康

委召开贵州省第一类疫苗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补偿基础保险项目启动会

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后，我省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将由“财政

补偿”转为“保险补偿” 。 凡在我省

接种过一类疫苗的受种者如果发生

异常反应， 经鉴定为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或不能排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病例的， 均可按照基础保险的保障

水平获得相应的保险补偿， 最高补

偿年限可达 25 年，最高赔偿额度达

62万元。

第一类疫苗是由政府免费为儿

童接种的疫苗， 贵州纳入第一类疫

苗的包括：卡介苗、无细胞百白破联

合疫苗、白破二联疫苗、麻风疫苗、

麻腮风疫苗、乙肝疫苗、甲肝减毒活

疫苗、脊灰灭活和减毒活疫苗、A 群

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A 群 C 群脑

膜炎球菌多糖疫苗、 乙脑减毒活疫

苗，共 12种。

项目规定，通过商业保险，我省

将为贵州 160 万预防接种儿童，提

供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三个年度的第一类疫

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基础保险

服务。

若接种儿童发生疑似接种异常

反应，家属可向接种单位反映，上报

卫生健康部门。 相关部门将组成调

查诊断专家组， 并作出调查诊断结

论，以此作为保险补偿依据。

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全省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保险服务的招标采

购， 我省积极探索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补偿的商业保险机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我省第一类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方式有调整：

发生异常反应 最高补偿62万元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

由“财政补偿”转为“保险补偿”

预防接种发生异常反应

最高补偿年限：

25年

最高赔偿额度：

62万元

黔北（德江）民用机场获批建设

项目总投资约 21.13亿元，建成后由地方经营管理

乌当区举行技能选拔赛———

79名技工 角逐“技能之星”

比赛现场

心脏外科微创手术

在我省“上线”

一台手术仅用十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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