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确定今年残疾人脱贫目标

力争贫困残疾人脱贫10万人以上

本报讯 2 月 26 日， 全国先进

女职工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表彰全国五一

巾帼标兵岗和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并对其中有突出贡献的标兵岗和

标兵分别授予奖状和奖章。 我省 8

个女职工集体和 8 名个人分别荣

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和全国五

一巾帼标兵。

据悉，我省荣获全国五一巾帼

标兵岗的是：贵阳京贵环境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白云分公司作业部一

中心同心西路班组、安顺市中心血

站爱心采血组、百里杜鹃管理区路

政大队、贵定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品质处、黔西南州兴义市人

民医院产科、瓮福（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化工公司质检部分析二室、

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

查局物化探总队矿石分析测试组、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贵

阳机务段检修车间天车组。

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的是：

贵州财经大学王小华、首钢水钢技

术中心吴梅、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

李婷、航空工业贵州安大航空锻造

有限责任公司严桂英、镇远县科学

技术协会张跃霞、贵州省植物园周

洪英、松桃如阿雅观光农业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杨华、遵义师范学院隋

常玲。

值得一提的是，贵阳京贵环境

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白云分公司作

业部一中心同心西路班组被同时

授予全国五一巾帼奖状荣誉称号，

该团队共 21 人， 其中女职工 20

人，平均年龄 45岁。 主要负责道路

清扫保洁，垃圾收运，果皮箱擦洗

以及雨水篦子的清掏等工作，作业

道路面积 72335㎡， 平均每人每天

作业面积 4000㎡。该班组曾获贵州

省工人先锋号、贵州省五一巾帼标

兵岗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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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本报讯 2 月 26 日下午三点，

伴随着挖掘机的启动，位于太慈桥

凤凰路的原贵阳市永青仪表厂及

五眼桥七天酒店正式拆除。 此次拆

迁，将给人民大道（南段）节点工

程之一的五眼桥提供近 6000 平方

米的作业面积，即日起，施工方将

正式进场，开启五眼桥主墩位———

8号墩及其通道的相关建设。 双层

两跨的五眼桥将重新登场。

据悉，人民大道（南段）共有 8

个节点性工程，跨南明河的五眼桥

就是其中之一。 五眼桥工程是两跨

80 米的钢箱梁结构，其主墩位 8 号

墩及通道建设是施工中的关键一

环，而凤凰路的原永青厂就是 8 号

墩的施工位置所在。 “从今年 1 月

17 日接到人民大道（南段）征收拆

迁的通知起，我们单位就针对相关

工作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即日启

动征拆工作。 ” 贵阳市城投副总经

理兼党委委员、 市住投党委书记、

董事长胡斌告诉记者。

征收工作启动后，征收相关工

作人员每天召开例会梳理总结工

作进度， 针对征拆工作中的困难

点，逐一分析解决处理，确保征收

工作稳步推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原永青

厂涉及外租户居民 40 户， 商户 29

户，他们大都来自浙江一带，其中

商户在厂区内租赁的库房堆放了

大量的汽车配件货品。 征收工作推

进之时，恰逢临近春节，商户住户

们大都返乡过年并不在贵阳，这给

征收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为此，春节期间所有工作人员

加班加点，想尽办法联系住户传达

征收计划， 给他们讲解征收政策，

并为住户及商户搬迁提供人力、物

力及运输方便的无偿帮助。

期间， 两家搬家公司的搬迁车

辆装着满当当的汽配货品， 陆续驶

离原永青厂。 其中一家商户的货品

整整搬了 48车，另有一家商户的货

品，动用了起重机才顺利搬运装车。

历时 15 日， 原永青厂征收涉

及所有住户、商户的搬迁工作基本

完成。 原永青厂及五眼桥七天酒店

的拆迁工作顺利实施，将提供作业

面积近 6000平方米。

2 月 27 日，施工单位中铁五局

五标施工人员将正式进场，开启五

眼桥主墩位的施工序幕。 这座桥龄

54 年的桥现将退出贵阳的历史舞

台，拆除重建后，五眼桥将以全新

的面貌———两跨 80 米的钢箱梁结

构双层桥重回大众视线。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人民大道（南段）节点工程———

“双层两跨五眼桥”即日开建

拆除现场

全国先进女职工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举行———

我省16个典型获表彰

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卫健委获

悉，2019年 1月 1 日 0 时至 1 月 31 日

24 时，贵州省通过网络直报系统报告

法定传染病 23 种， 总病例数 12116

例，报告总死亡数为 46例。

据了解，本期无甲类传染病报告，

无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传染性非

典和炭疽病中的肺炭疽）报告。

乙类传染病中无传染性非典型肺

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

感、流行性乙型脑炎等 10 种乙类传染

病报告。乙类传染病中共报告艾滋病、

病毒性肝炎、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

犬病、登革热、痢疾、肺结核、伤寒 + 副

伤寒、 百日咳等 16 种乙类传染病共

5855例， 死亡 46例。

另外， 丙类传染病中无流行性和

地方性斑疹伤寒、黑热病、包虫病、丝

虫病等 4 种丙类传染病报告。 丙类传

染病中共报告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腮

腺炎、风疹、麻风病、手足口病等 7 种

丙类传染病共 6261例，死亡 0例。

（本报记者 张梅）

贵州省今年 1 月法定传染病

疫情公布

总病例数万余例

总死亡数 46例

表彰现场

本报讯 昨日，贵州省残联七届

主席团二次会议暨 2019 年全省残

联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记者从会

上获悉，今年力争实现建档立卡贫

困残疾人脱贫 10万人以上。

2018 年， 全省投入 1011.96 万

元，在 79个贫困村开展转股分红试

点，2271 名重度贫困残疾人人均年

增收 1000 元左右；3000 名脑瘫儿

童、1700 名智障儿童和 300 名自闭

症儿童得到康复救助；在第三届亚

洲残疾人运动会上，我省运动员获

9金 10银并破一项亚洲纪录， 创参

加亚洲残运会历史最好成绩……

截至 2018 年底， 我省还有

15.01万建档立卡残疾人尚未脱贫，

占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的

11.34%，比上年提高 4.3个百分点。

今年，计划在 1 个《残疾人脱

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基础

上制定产业、康复、综合服务、保障

措施等 4个配套方案及系列具体举

措，形成“1+4+N”的政策体系。 以

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探索残疾人

就业扶贫资金变残疾人股金的方

式， 扶持 100个以上转股分红经济

实体，帮助 5000名以上重度残疾人

参与经济实体入股分红，年度资产

性收入不小于 1000元；在全省创建

100 个以上农村残疾人扶贫基地，

安置、带动残疾人增收脱贫；扶持

2000户以上残疾人自主创业。

此外，进一步改善残疾人基本

民生，织牢“两无”贫困残疾人社会

保障安全网；进一步加强康复服务，

督促地方出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

施办法；丰富残疾人文体活动，积极

备战 2019 年全国第十届残运会等

重大赛事。

（本报记者 曾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