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批准了 《遵义市湘江保护条例》，该

《条例》 从法律层面进行定义流经遵

义市城区的湘江，界定了流域范围，将

于明年 3月 1日起施行。

遵义市湘江干流， 发源于遵义汇

川区毛石镇乐遥村白云台三皮枧，流

经遵义市中心城区， 在遵义市播州区

铁厂镇三星村汇入乌江。

习惯上，遵义市湘江被称为“湘

江河” 、“湘江” ，两名混用，也曾被外

地人误为是湖南省的湘江。 本次立法

过程中， 遵义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征求

群众意见、查阅文史后，在《条例》名

称中最终使用“遵义市湘江” ，既尊重

历史口碑，又区别于湖南省湘江。

遵义市湘江河流域面积为 4900多

平方公里，涉及遵义市汇川区、红花岗

区、播州区、新蒲新区、南部新区、湄潭

县、绥阳县等 9区（县）。

根据《条例》界定，遵义市湘江

河流域内，共有 40 余条支流，包括：

大板水、高坪河、高桥河、虾子河、蚂

蚁河、坪桥河、礼仪河、深溪河、三坝

河、仁江、上水、瓜园河、鱼剑河、团溪

河、湄江、溪水流、三岔河、马家河、黄

泥沟、干溪河、板水沟、螃蟹河、四衙

水、忠庄河、亮石河、双仙河、大厂沟、

麻沟、后水河、洪江、复兴河、卜水河、

天成河、湄水河、鱼泉河、青龙河、陶

泥河、茅官河、洛安江等。

这是遵义市首次通过立法的手

段，定义遵义市湘江河名称，界定流域

范围、水系。

据了解， 刚经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批准发布的《遵义市湘江保护条例》，

共有 6 章 64 条，决定于明年 3 月 1 日

起施行。该《条例》中，除细化取水、排

污、水体保护、两岸建设和利用、建立

补偿机制、生态补水等措施外，还确定

每年 6月 18日为湘江保护日。

据介绍，《条例》 还特别明确，遵

义市湘江干流河支流中， 不得放生可

育杂交种、 转基因种和其他不符合生

态要求的水生物种。

（本报记者 黄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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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

国安邦的总章程， 具有最高的法

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 今

年 12 月 4 日是第五个国家宪法

日，本月也是第一个“宪法宣传

月” ，为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普及

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

法权威，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于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通

过“贵阳人大” 微信公众号面向

社会公众开展宪法知识有奖竞答

活动，努力推动全社会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运用宪法。

快来参加宪法知识有奖竞答

学宪法 守宪法 用宪法

市司法局 市法宣办 贵阳晚报合办

第九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九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

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

守和执行；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

限，通过和发布决议，审查和决

定地方的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

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

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 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

的报告； 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

适当的决定。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

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

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一百条 省、直辖市的人

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

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

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

地方性法规， 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

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

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

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

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委常委、

贵阳市委书记、长顺县代化镇脱贫

攻坚指挥部指挥长赵德明到长顺

县及代化镇调研脱贫攻坚、慰问贫

困群众，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有关工作。 他强

调，要强化政治担当，坚持问题导

向，保持过硬作风，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更好组织

指挥部、贵阳市、长顺县的各方力

量，坚决打赢打好长顺县、代化镇

的脱贫攻坚战。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长顺

县代化镇脱贫攻坚指挥部常务副

指挥长聂雪松陪同调研并主持座

谈会。 市委常委、秘书长、指挥部

副指挥长刘本立陪同调研并出席

座谈会。

赵德明首先来到贵阳长顺扶贫

产业园，实地察看贵州隆筑宜装配

式建材有限公司建设情况，了解项

目工艺流程，叮嘱企业要抓紧工程

建设，争取早日建成投产，尽快走向

市场。 在长顺县贵阳市万亩蔬菜保

供基地，赵德明察看了中以现代农

业创新示范区和高值蔬菜种植区，

详细了解合作模式、产量规模、蔬菜

保供率、带动贫困群众就业等有关

情况。 他沿着农田边走边看，要求

施工方在土地平整、生产种植的过

程中，要加强对原有熟土、水资源的

保护利用，提升技术含量，打造出好

的品牌。

赵德明还走访慰问了代化镇打

朝村的部分贫困户，详细了解他们

房屋改造、家庭人口、子女务工等情

况。 当看到贫困群众在党委、政府

的帮助下，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他十

分欣慰，嘱咐贫困群众要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早日摘掉贫困帽子，

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赵德

明充分肯定了长顺县、代化镇脱贫

攻坚工作取得的成绩。 他指出，近

半年来，中央和省委对脱贫攻坚工

作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提出了一

系列新要求，大家一点也大意不得，

一刻也松懈不得，要针对当前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更好地组织指挥部、

贵阳市、长顺县的各方力量，精准推

进各项工作，坚决打赢打好长顺县、

代化镇的脱贫攻坚战。 要强化政治

担当， 切实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坚持问题导向，

扎实推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落细落

小落实。 精准聚焦目标任务， 围绕

“四场硬仗” ，坚决打好“主动仗” ；

强化科学统筹调度，切实打好“整

体仗” ；全面梳理困难问题，提出有

效管用的解决办法，逐一打好“歼

灭仗” 。 要锤炼过硬作风，坚持求真

务实， 强化担当有为， 更加主动作

为， 全力保障脱贫攻坚战打赢打好

夺取全胜。

长顺县代化镇脱贫攻坚指挥部

相关负责人， 贵阳市直相关部门以

及长顺县、 代化镇负责人参加调研

和座谈。 （本报记者）

赵德明调研长顺县及代化镇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相关通知：

年关将近 严禁盲目赶工期

本报讯 近日， 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印发《关于加强全省住房城乡

建设系统冬季安全生产工作的通

知》， 要求全省建筑施工领域严格

落实各项安全防范责任和措施，严

控年底安全事故， 严禁盲目赶工

期、抢任务。

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将防

群死群伤事故作为重中之重，加

强建筑施工、 市政基础设施、城

市既有房屋、 农危房改造、 城市

桥梁隧道、城市轨道交通、燃气、

景区公园等领域安全管理和隐患

排查整治。

这些措施为：加强建筑施工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 重点是临山临

水建筑工程、大型工程、轨道交通

工程、市政桥隧工程，重点检查土

方开挖、脚手架、模板、起吊装等

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管控和

施工消防等管控情况； 雨雪凝冻

和极端天气施工方案制定和落实

情况；以及违法建设、违章指挥、

违章操作和冒险抢工期行为。 加

强轨道工程关键节点风险管控，

推进轨道工程风险管控和隐患排

查整治双重预防机制， 消除安全

隐患，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加强市政公用设施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 重点对城镇燃气、供水、污

水垃圾处理、 桥梁隧道等设施安

全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对相关生

产厂站、 输配管网等设施进行全

面排查， 落实冬季生产运行保障

措施、应急物资准备等落实情况；

加强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 重点检查城市老旧危楼、高层

建筑、大型综合体、农村危房改造

工程等；加强风景名胜区、城市公

园、 游乐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 重点检查各地风

景名胜区、城市公园、游乐场等区

域隐患警示标志、通道标志、设施

设备安全等情况，以及突发事件、

人员紧急疏散等应急预案及应急

演练落实情况。

各地、各单位要按照有关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规定， 履职履责，要

严格执法，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

为，对发生事故的要严格依法追责

问责。 建设单位必须依法建设，施

工单位按标准施工，严禁盲目赶工

期、抢任务。 监理单位要加强监督

检查、巡查，发现隐患立即督促施

工企业整改。

（本报记者 鞠平）

参与方式：

2018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关

注“贵阳人大” 微信

公众号，参加“宪法知

识有奖竞答” 活动，就

有机会获得 50 元话

费。 赶快拿起手机扫

描二维码参加吧！

流经城区的遵义市湘江航拍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