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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2 日， 由贵州省

交通运输厅、 省发改委等制定的

《贵州省路网建设专项行动方案》

“出炉” ：到 2022年，基本建成以高

品质的快速交通网、 高效率的普通

干线网和广覆盖的基础服务网为主

体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在高速公路方面， 加强与周边

省份互联互通，快速连接珠三角、长

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株潭、北部

湾、滇中等重要经济区和城市群，形

成省际出口通道 26个。形成贵阳市

与其他市（州）中心城市双通道 3

小时交通圈、市（州）中心城市与周

边县（市、特区）2 小时交通圈、相

邻市（州）中心城市之间 4 小时交

通圈。 高速公路基本覆盖全省 3A

级以上旅游景区、重点小城镇，通达

铁路枢纽场站、重要港口、机场等交

通枢纽节点等。 其中 2019 年至

2022年，建设高速公路 3100公里。

在普通国省道方面， 强化普通

国省道与高速公路出入口、 旅游景

区、乡镇、资源地、铁路场站等节点

的有效衔接， 优先实施高速公路未

覆盖的走廊带上的普通国省道项

目，打通集疏运普通国省道“最后

一公里” 等。 其中 2019 年至 2022

年， 新开工 （续建） 普通国省道

4400公里，建成 3600公里。

农村公路方面，加快推进“四

好农村路” 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村

公路畅达深度等。 进一步推进旅游

景区、度假区、特色小镇、农业产业

园区等乡村经济节点的县乡公路提

质改造等。 推进连接农村渡口和码

头的“最后一公里”项目建设，加强

城乡公路互联互通， 推动城市公共

交通线路向周边延伸等。 其中 2019

年至 2022 年， 新建农村公路 3.54

万里。

重点任务为，2019—2022 年，

全省完成交通投资 6100 亿元，新开

工一批高速公路、 铁路、 普通国省

道、机场和轨道交通等重点项目，新

改建一批助力民生服务和脱贫攻坚

的农村公路项目等。 到 2022 年，实

现全省铁路总里程 4600 公里，其中

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 1900 公里。

已建在建高速公路总里程力争突破

1万公里。 计划开通航线 467条，航

空年旅客吞吐量力争突破 4000 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力争超过 20 万吨

等。 全省轨道交通线路网运营里程

达到 75公里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贵州路网建设” 行动方案定了

到2022年，基本建成以快速交通网、普通干线网、基础服务网

为主体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新闻速递

本报讯 8 月 13 日， 记者从第

三届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组委

会获悉，在 8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的

书博会上，将专门举办地方文库联

展及“地方文库研讨会” ，聚焦地方

文库编辑及出版。

本届书博会上， 地方文库联展

将集中呈现近年来颇具代表性的全

国各地出版的地方文库成果，展示独

具地域特色的文化。 届时，7省市携

带 8部地方文库集中亮相，这些文库

分别是：陕西省《关学文库》；四川省

《巴蜀全书》；湖南省《湖湘文库》；

湖北省《荆楚文库》；广东省《广州

大典》；重庆市《巴渝文库》；贵州省

《贵州文库》、《遵义丛书》， 以及独

具贵州地方特色的《清水江文书》

等。 期间， 读者可在展会上认识、品

读、触摸参展省市的历史文脉。

此外，书博会开展的前一天，即

8 月 29 日下午，将举办地方文库研

讨会。 会上，7省市参展的 9大文库

的编者、 专家以及出版社相关负责

人将汇聚一堂，围绕“地方文库编

撰出版与经典国学传播” 主题，就

地方文库出版的现状及思考、 地方

文库出版及地方文化数据库的未来

构想、 如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编制《地

方文库》为例、如何拓宽地方“品牌

文化” 的衍生方向、如何有效开展

地方文化的保护等话题展开讨论，

致力于架构地方文库学术研究和文

化传播的共通路径。

据了解，2017 年 12 月，贵州省

重大出版工程《贵州文库》首批 10

种 53册图书的出版发行，主要包括

《碧山堂诗钞》、《贵州苗夷社会研

究》等点校本，以及《大定府志》

《蟫香馆使黔日记》等影印本。2018

年 12月第二批《贵州文库》出版发

行 28 种 91 册，包括(嘉靖)《贵州通

志》、《苗族调查报告》、《永城纪

略》(明)等珍贵古籍。

《贵州文库》面世以来，相继在

深圳文博会、上海书展、北京书博会

上亮相， 已成为我省文化建设的一

张亮丽名片。 （谢孟航）

7省市地方文库将集中亮相

第三届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上———

本报讯 8 月 12 日， 第二届全

国青年运动会跆拳道项目第 5 个比

赛日， 贵州女子小将胡满芝经历

1/4 决赛、 半决赛和铜牌赛的激烈

角逐，终于收获体校组女子 49kg 级

一枚宝贵的铜牌。

体校组女子 49kg 级 1/4 决赛

中， 胡满芝以 2：0轻松战胜对手顺

利进入 4强； 不料半决赛胡满芝由

于精神状态有些疲惫， 最后不敌对

手进入铜牌赛； 铜牌赛胡满芝放松

心态， 积极迎战， 最终分别以比分

7：3，9：4 连下两局， 成功保住一枚

铜牌。

“她不动你就抢先！ 一点机会

都不要留！ ”“抵住！ 坚持住！ ”比

赛进入赛点， 胡满芝的教练和现场

观众都忍不住为她紧张起来。 竞技

体育最动人的地方之一， 就在于关

键时刻的坚持和拼搏。

此次青运会经历， 也让胡满芝

加深了对跆拳道运动的理解。 复活

赛之前，针对对手，胡满芝的教练还

专门为她调整了战术。 由于对手身

材高挑并擅长使用前腿， 于是胡满

芝加强了针对前腿的破坏性训练和

反攻。胡满芝运用这种打法，在实战

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据了解， 贵州省体校跆拳道队

是一支年轻的队伍， 队员平均年龄

只有 12-16 岁，队员在全国少年跆

拳道锦标赛、U 系列跆拳道赛事中

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

（杜立 向忆峰）

贵州跆拳道小将胡满芝 斩获铜牌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

妇女手工达人

齐聚贵阳比拼

本报讯 8月 13 日， 记者从贵

州省妇联获悉，由全国妇联主办的

中国妇女手工创业创新大赛南部

赛区选拔赛 （以下简称 “选拔

赛” ） 将于 14 日在筑拉开帷幕，

“圆梦锦绣巧手脱贫” 第五届贵州

省妇女特色手工技能暨创新产品

大赛（以下简称“创新大赛” ）也

将同期举行。

据介绍， 选拔赛的举办旨在进

一步发挥手工产业在助力妇女脱

贫、吸纳妇女就业、促进妇女创业中

的积极作用， 搭建妇女创新创业服

务平台， 展现新时代中国女性的创

新创业成果。

本次选拔赛上有来自福建、广

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的 31 支

参赛队伍， 将带着她们指尖上的精

湛技艺， 为大家带来一次创新精神

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的饕餮盛宴。

现场， 将选拔出公益类、 创新

类、创意类、传承类 21 个项目进入

全国半决赛。比赛期间（8月 14日

10:30-18:30）， 公众可前往贵州省

政协办公大楼一楼议政厅免费观

赛。

据悉，同时如期举行的“创新

大赛” 上也是高手云集， 亮点较

多。 创新大赛是贵州省特色手工

产业锦绣计划实施六周年来的一

次盛会， 大赛分为妇女特色手工

技能大赛和创新产品大赛， 来自

全省各地区的 100 名绣娘和 30 名

染娘参加特色手工技能大赛，更

有来自手工企业、大专院校的 350

余件产品参加创新产品比赛。 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

且大赛将对公众开放， 市民可

在比赛期间 （8 月 14 日 8:30-12:

00）前往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贵

州厅观赛拍照。 （张晨）

两项大赛今起同期举行

小将胡满芝（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