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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22 日， 记者从

贵阳市交管局获悉，贵阳市阳关大

道和同城南路部分路段需要进行

铺设自来水管道的施工，临时占用

部分道路，经过这些路段的车辆以

及行人须绕行。

据悉，铺设自来水管道施工将

占用阳关大道车行道，实行半幅分

段施工， 施工的时间为 2 月 18 日

至 2 月 24 日的夜间 22 点至次日

的凌晨 6点。

另外，铺设自来水管道也将占

用同城南路部分人行道，施工时间

为 2 月 18 日至 5 月 18 日的夜间

22点至次日凌晨 6点。（申旭旺）

贵阳多部门联合

对汽配市场执法检查

2019�年1月23日 星期三

综合

ZONGHE

A

08

编辑／版式 曹亚星 校对／ 缪恺

本报讯 1 月 22 日， 贵阳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明确 2019

年全面启动贵阳市 22 条临时占道

夜市摊区退街入室工作，各区（市、

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组织辖区

相关部门将结合临时占道夜市摊区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场地作为临

时占道夜市摊区退街入室的搬迁地

点。

据悉，贵阳市启动临时占道夜

市摊区退街入室工作，旨在进一步

提高城市品位，提升城市形象，彻底

解决临时占道夜市摊区占道经营、

油烟污染、噪音扰民等问题。

根据通知，2019 年全面启动贵

阳市 22 条临时占道夜市摊区退街

入室工作，将全市临时占道夜市摊

区迁入室内，进行规范经营。 市级

相关部门负责统筹、指导、协调、督

促开展临时占道夜市摊区退街入室

工作，各区（市、县）政府、开发区管

委会负责具体组织开展辖区临时占

道夜市摊区退街入室工作。

据介绍， 各区 （市、 县）政

府、 开发区管委会要开展临时占

道夜市摊区及经营户摸底调查，

结合城市建设、 棚户区改造等情

况，采取“一市一策” 的方式，逐

个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统

筹推进。

贵阳市人民政府要求， 各区

（市、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组织

对经批准的临时占道夜市摊区经

营户进行摸底，建档管理，一户一

档，不得新增、新设，对退出经营的

经营户要及时消档，确保摊户数量

真实、准确。

各区（市、县）政府、开发区管

委会在对临时占道夜市摊区经营户

进行调查摸底时，对经同意设立的

临时占道夜市摊区和经营户，纳入

临时占道夜市摊区退街入室范围统

筹考虑；对未经批准设立或自发形

成的占道夜市摊区和经营户，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坚决予以取缔。

通知中明确， 今年 3 月 1 日

至 9 月 30 日期间，各区（市、县）

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将对选址定

点的临时占道夜市摊区入室点进

行建设，并对室内市场地面、上下

水、 油烟治理设备等相关硬件设

施进行完善， 达到搬迁入室的条

件。

根据工作安排，2019 年 12 月

前， 完成 17 条临时占道夜市摊区

退街入室工作（云岩区 5 条、南明

区 1 条、 观山湖区 1 条、 花溪区 1

条、乌当区 1 条、白云区 1 条、清镇

市 3 条、修文县 1 条、开阳县 1 条、

息烽县 1 条、 经济技术开发区 1

条）；2020 年 12 月前， 完成剩余 5

条临时占道夜市摊区退街入室工

作（云岩区 2 条、南明区 2 条、白云

区 1 条）。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

临时占道夜市摊将退街入室

全市涉及临时占道摊区共计 22条，分两年完成退街入室工作

本报讯 1月 23日下午 14 时至

15 时，贵阳市儿童医院（贵阳市妇

幼保健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杨莹，将

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针

对如何防治儿童肥胖症的话题，与

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杨莹表示，除了遗传因素而外，

在饮食、运动，以及家庭因素等多因

素的共同影响下，多年来，肥胖在我

国一直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特别

是儿童青少年， 该群体的肥胖检出

率相比过去 10年翻了一番。

那诱发儿童肥胖症的高危因素

都有哪些？ 如何辨别儿童是否患上

肥胖症？ 如对儿童肥胖症置之不理，

该病症还会诱发哪些常见的代谢性

疾病？ 目前应对儿童肥胖症，都有哪

些治疗方法？ 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应

该如何做好儿童肥胖症的防治工

作？ 针对此类问题，1 月 23 日下午

14时至 15时，读者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 可关注

“贵阳晚报黔生活”（gywbysh）微

信公众号后， 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

发送，本报将把问题转给专家，并在

贵阳晚报“健康森林” 版面刊登专

家的相关解答内容。 （王杰）

儿童肥胖症

可诱发多种并发症

如何防治 听听专家怎么说?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贵州省

博物馆了解到，我省第一个全面综

合展示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展览：

“王的盛宴———见证《史记》中的

大西南”将于 1月 23日正式开展。

据悉， 本次展览是西南博物馆

联盟共同推出的关于西南文化的一

次大型展览， 展览的时间跨度有

1800多年，从最早的三星堆遗址文

物，一直到两汉时期西南夷、南蛮文

物。共展出 217件 /套文物，以西南

地区商周至西汉时期青铜器为主，

其中仅一级文物就有 80余件。

另悉， 在 1 月 26 日上午 9 点

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张合荣还将做以 “‘釜踪鼓迹’

———西南视域下的夜郎青铜文

明” 为题的讲座，届时已在贵州省

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报名的市民可

以前往省博 A 区 2 楼学术报告厅

参加。 （罗林）

23日“王的盛宴”

青铜文化展览开展

展出 80余件国家一级文物

本报讯 近日贵阳市太慈桥升

华汽车配件市场发生火灾，造成 20

多家经营户重大财产损失，对此，贵

阳市政府各部门高度重视。 22 日，

由贵阳市商务局牵头，工商、城管、

住建、国土、消防等部门组成联合执

法组， 对贵阳市区及郊区的多家汽

配市场进行执法检查。

执法组成员， 对贵阳东联、金

五、陆航等汽配市场进行执法检查。

根据贵阳市政府文件要求， 执法组

对贵阳所有汽配市场， 均提出必须

依法依规经营。 对当天所检查的汽

配市场均已作出要求， 禁止汽配市

场违法违规经营， 并按规定动员汽

配市场经营户，到政府规定的“三

年” 时限内，必须搬入政府指定的

合法汽配城经营。

据贵阳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政府对贵阳市老城区及郊区不

符合汽配经营的汽配市场， 已进行

多次执法检查， 并下达整改通知限

期整改，杜绝违法违规 经营、杜绝

超范围经营、 杜绝“打擦边球” 经

营，并采取动员整体搬迁、让经营户

到合法汽配城抱团发展。

据悉，根据省及贵阳市的要求，

到 2019年 6月 30日前， 接到通知

要求搬迁的汽配市场， 必须按期迁

入贵阳市政府指定的合法合规汽配

城进行汽车配件经营。 为此，贵阳

市商务局将于下周组团进入汽配

市场，对经营户进行宣传，鼓励经

营户提前做好搬迁准备， 提前进

入合法汽配城经营。

（本报记者 商昌斌）

全面排查火灾等安全隐患

阳关大道、同城南路部分路段年后施工

要铺设自来水管道，车辆以及行人须绕行

本报讯 昨日，K111次列车（上海南—

贵阳）从湖南怀化开车后，一场别具特色

的“列车招聘会”在列车餐车展开。

K111 次列车是“返乡号” 列车，80%

乘客都是返黔过年的民工。活动由贵州省

总工会、贵阳市人才大市场和贵阳客运段

联合推出，旨在为民工旅客就近地提供求

职就业的平台。 活动筛选了贵州省 10 家

大型企业代表上车招聘， 提供了快递员、

营业员、车间工人等 100 多个岗位,前来

咨询求职的民工达 300 余人次， 最终有

26人与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即日起，贵阳客运段值乘的贵阳始发

全国的各次高铁和普列上，将贴上招聘二

维码，旅客可根据喜好向企业上传个人简

历，进行线上应聘。 （杨光忠 曾秦）

“返乡号” 列车上开招聘会

列车长向旅客发放招聘信息

尊敬的亨特国际金融中心业主：

亨特国际金融中心现已取得

《房屋注册证》， 现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正式开始办理房屋产权证， 请各位

业主携带购房人身份证、 交款收据、

《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备案登

记表》原件至亨特国际售楼部办理。

详询：85930777。

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