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贵阳市公安局 2018年

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录人民警察笔

试阅卷工作现已结束。即日起，考生可

登录“贵阳人事考试网”，进入“成绩

查询”专栏，选择正确的考试类别后，

输入身份证号和准考证号即可查询笔

试成绩。

据介绍，查卷工作按照《贵州

省人事考试查卷暂行规定》， 在纪

检监察人员的全程监督下， 由 2 名

以上工作人员负责查阅。 考生对本

人笔试成绩有疑义， 可在 12 月 11

日 上 午 9:30—12:30， 下 午 13:

30-16:00申请查分。 考生在规定时

间内持笔试准考证、 有效居民身份

证， 至贵阳市考试指导中心查分处

填写查分申请表，交工作人员查阅。

如有疑问咨询， 可拨打电话：

0851-85759150和 0851-87989189。

（邓丽娜 孙维娜）

贵阳市公安局下半年面向

社会公开招录人民警察

考生笔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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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

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有权改变或者撤销

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

第一百零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

计机关。 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

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第一百一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

报告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

工作。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

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本报讯 近日，省残联印发《关

于开展全省贫困残疾人信息监测

工作的通知》， 并举办贫困残疾人

监测信息系统业务培训班，标志着

为期 3 年（2018 年———2020 年）的

全省贫困残疾人信息监测工作正

式启动。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 贫困残疾人是我省脱贫攻坚的

硬骨头。 目前，全省还有 19 万多名

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尚未脱贫，残

疾人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省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开展

全省贫困残疾人信息监测， 旨在深

入了解和动态掌握未脱贫残疾人在

“两不愁、三保障、两扩面”（即不愁

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和

住房安全有保障， 扩大基本康复服

务和家庭无障碍覆盖面）等各项帮

扶措施的落实情况， 依托全省残疾

人大数据系统完成与相关部门的数

据共享， 建立全省贫困残疾人信息

监测系统， 助力全省残疾人脱贫攻

坚行动。

据了解， 从今年到 2020 年三

年间， 我省将对尚未脱贫 （含返

贫）的建档立卡残疾贫困人口每年

开展一次信息监测，建立实名制信

息获取与跟踪服务的数据平台和

工作机制，为全省各级各部门开展

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提供精准可

靠的信息保障。 （本报记者 曾秦）

本报讯 2019 年 1 月 5 日起零

时起，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

行图， 黔川渝地区开行的旅客列车

总数增至 583.5 对， 较上一次调图

增加 50 对， 其中动车组列车 443

对，占开行列车总数的 76

%

，高铁运

输能力较调图前提升约 9

%

。

按照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统一部

署， 成都局集团公司将于 2019年 1

月 5 日起执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成

都、重庆将首次开行到福建厦门、浙

江温州的高速动车组。其中，成都东

至厦门北的

G

2371/2 次动车组，沿

途停靠重庆西、贵阳东、怀化南、长

沙南、南昌西、三明北等高铁站，把

成都、重庆、贵阳三座内地“旅游网

红城市” 与厦门这座沿海“旅游打

卡城市”一线串联，四城居民往返又

添新的选择。

1月 5日起，贵州高铁

G

1702/5

次（贵阳北———西安北）正式“跻

身” 全国列车运行图，升级为“图定

列车” 。 该对列车经由渝贵铁路、兰

渝铁路、西成高铁运行，贵阳北 8:02

发车，当日 15:30 抵达西安北，历时

7小时 28分，连通黔、渝、川、陕 4 省

市，运行里程 1085公里，由贵阳客运

段担当乘务，填补了上午时段贵阳到

西安没有动车组的空白，广大贵州旅

客前往西安将更加方便快捷。

同时， 贵州高铁有 4 对高速动

车组停运：

G

1322 次 （贵阳北———

上海虹桥）、

G

1522 次（贵阳北———

武汉）、

G

5387/8 次（贵阳北———安

顺西）、

G

5398/7 次（贵阳北———铜

仁南）。

作为“北京 8 小时交通圈” 的

客运品牌，在现有开行的 3 对成都

东至北京西高速动车基础上， 从 1

月 5 日起，新增 1 对单程旅时最快

仅 7 小时 45 分的

G

350/49 次 “蓉

京快线” 动车组，满足北京方向的

客流需求。 同时，重庆往西北方向

的运能也得到加强———1 月 5 日

起，新增的兰州西（兰州）至重庆

北

D

752/1 次 、 兰 州 至 重 庆 北

D

754/3 次将首次采用动车组运

行，全程运行约 7 小时，较目前兰

渝铁路最快普速列车压缩近 3 小

时，这也是动车组列车在兰渝铁路

全线第一次载客运行。

此外， 贵州省第二条城际铁

路———铜仁至玉屏铁路预计今年

底开通投运，对推动沿线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成都至雅安铁

路预计也将在年底通车，这条连接

成都与雅安的快速铁路，结束了雅

安不通动车的历史，进一步提升了

川西地区的通道能力。 这两条新线

开通运营后，成都局集团公司管内

铁路营业总里程将突破 1 万公里，

黔川渝“两省一市” 铁路通道能力

将进一步加强。

（本报记者 曾秦）

明年 1 月 5日起，成铁执行新运行图———

黔川渝与厦门“一线串联”

动车组对数占开行列车总数的76%；高铁运输能力将提升 9%

我省启动贫困残疾人信息监测工作

为全省残疾人脱贫攻坚提供精准的数据信息

本报讯 12 月 9 日记者从贵州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近期该局

对全省流通领域家用纸制品类，包

括卫生巾、卫生纸、纸巾纸、纸尿裤

四类商品质量进行抽检， 结果显

示，1 批次纸巾纸因灰分被判定为

不合格产品。

本次抽检委托华测检测认证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对贵阳市、安

顺市、毕节市、六盘水市、黔东南

州、黔南州、铜仁市、遵义市的超

市、专卖店、小商铺及其他流通流

域的家用纸制品商品进行抽检，对

卫生巾的细菌菌落总数、 大肠菌

群、真菌菌落总数、致病性化脓菌

(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

性链球菌)、吸水倍率、渗入量、

PH

等； 对卫生纸的细菌菌落总数、大

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

链球菌、横向吸液高度、抗张指数、

尘埃度、柔软度等；对纸巾纸的细

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真菌菌落

总数、致病性化脓菌(绿脓杆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亮度（白度）、可迁移性荧光增白

剂、横向抗张指数、灰分、横向吸液

高度、柔软度、纵向湿抗张强度等；

对纸尿裤的细菌菌落总数、大肠菌

群、真菌菌落总数、致病性化脓菌

(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

性链球菌)、 渗透性能、

PH

等进行

了检测。

此次随机抽样 208 批次，经

检测， 所检指标全部合格的有

207 批次，由“贵州省华联玛客超

市有限公司沿河分公司” 销售，

标称 “江西华旺纸业有限公司”

生产，标称商标为“香雨” ，规格为

“120

mm

×180

mm

” 的香雨小碎花

抽纸商品为不合格商品，不合格指

标主要是灰分。

据介绍， 纸巾中的灰分超标，

在使用时容易掉粉掉毛，在使用中

可能容易吸附在脸部、嘴唇等皮肤

上，影响产品的正常使用，对人体

产生不良刺激。 造成灰分不合格的

主要原因是一些生产厂家为降低

成本而添加了过量的填料，严重降

低了纸巾纸的产品质量，造成产品

不合格。

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

消费者，购买此类产品，挑选家用

纸制品时注意看材质、 看重量、看

包装、看颜色等细节；按照使用用

途正确选择纸制品，并且应到正规

商场进行购买。

目前 ， 针对抽检发现的问

题，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

成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

对不合格产品及经营者进行处

理，同时将继续加强对该类商品

的监管力度。

（本报记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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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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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体检”生活纸制品

1批次纸巾纸不过关，使用时容易掉粉掉毛

五年来， 贵州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进展： 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670.8

万人，减贫人数全国最多，贫困发生率

从 2012 年的 26.8%下降到去年底的

7.75%。 今年计划再减贫 120万人。

“农村电子商务和淘宝村在贵州

的脱贫攻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

这是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上个

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演讲

时， 对贵州农村电商的高度评价，正

是电商，让贵州猕猴桃等特产销往大

山之外，有效帮助了农民脱贫。

金墉的点赞，源自他脚踏实地的

一次考察。

11月 3日至 4日， 金墉率考察团

考察了息烽县立碑村农村淘宝电商后

表示， 贵州曾经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

区之一， 但贫困发生率如今已大幅下

降， 而帮助贵州人民快速脱贫的方式

之一，便是电子商务等新产业的发展。

电商，对息烽县立碑村的村民们

来说，曾经遥远而陌生。 如今，村里很

多人依靠电商走上了致富路。 立碑

村，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淘宝村” 。

2016年 2月， 农村淘宝落地息烽。

2017年， 立碑村依靠开网店卖农特产

品，零售额就达 1070万元，成为贵州省

第一个“淘宝村”。 今年 10月，该村网

络零售额累计突破 3000万元。

“十三五” 以来，我省明确将发

展电子商务作为弯道取直、后发赶超

的战略选择，将农村电子商务作为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全力

发展农村电商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从 2015 年开始， 我省连续四年

开展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项目创建工作。 目前，册亨、习水、

贵定等 70 个县（市、区）获批国家级

电商示范县，66 个国家级贫困县已全

部覆盖国家级电商示范县项目，共获

11.3亿元中央专项资金支持。

2017 年，省商务厅印发了《贵州

省贫困村电子商务扶贫实施方案》，

将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

抓手，以 14 个深度贫困县、20 个极贫

乡 （镇）、2760 个贫困村和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为重点，为农村产品销售建

立长效稳定的电商销售渠道。

同时， 我省还积极与阿里巴巴、

京东、 苏宁等知名电商平台对接，通

过产地仓、直采、窗口采购等模式推

动农产品销售，支持示范县做好电商

精准扶贫工作。

发展电商，培养人才是关键。 仅

2017 年， 我省 48 个电商示范县累计

电商培训 13 万余人， 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培训 4 万余人，电商带动就业

3万余人。

创建“一户一码” 电商精准扶贫

模式，通过大数据手段全面掌握贫困

户农产品销售数据，为每一个建档立

卡贫困户建立一个农产品二维码，精

准实现销售额反哺至贫困户。

今年 1 至 6 月，全省网络零售额

实现 69.84亿元，同比增长 36%。 2017

年，48个国家级电商示范县网络零售

额同比增长 78.67%。

电商扶贫， 已成为精准脱贫新引

擎。 据不完全统计，我省电商企业已创

造就业岗位 9.15万个， 物流快递创造

就业岗位 20.91万个，直接或间接带动

近 10万贫困人口脱贫。 赵勇军

电商成贵州精准脱贫新引擎

近10万人

受益摘帽

脱贫攻坚战

年终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