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扩充全省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库，提高我省环评文件质量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2018

年，贵州养老服务在政策创制、平台

搭建、资源聚集、项目建设等方面均

提质增效，实现了新突破。

2018 年，我省出台《关于全面

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

量的实施意见》，发布实施《养老机

构服务规范》和《养老机构建设指

南》，研究起草《贵州省深化养老服

务业综合改革意见》《贵州省养老

事业和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

在平台搭建方面， 贵州省养老

服务产业投资基金获得省政府批

复，基金规模 80亿元。

资源聚集方面，经国务院批准，

从世界银行贷款 3.5 亿美元、 法开

署贷款 1亿欧元， 重点支持政府兜

底保障养老、 居家社区养老项目和

省级智慧养老“云平台”建设。与国

投集团健康产业投资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计划投入 40 亿元以

上发展养老服务产业。

养老项目建设成效明显， 纳入

省政府民生实事的 200 个城镇社区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300 个农村

互助幸福院项目已经完成。 投入中

央预算内资金 1.98 亿支持 11 个老

年养护楼建设， 下达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 11 亿元支持 12 个养老服务

建设项目。

医养结合扎实推进，全省 92.5%

的养老院与医疗机构合作开设绿色

通道， 内设医疗机构的养老机构达

到 396家，占总数的 38.2%。 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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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 26 日， 记者从贵

阳市社保中心获悉，为方便离退休

人员领取养老待遇资格认证，贵阳

市取消了集中认证，并对领取养老

待遇资格认证手段进行了升级和

完善，正式开通了退休人员领取养

老保险待遇人脸识别资格认证系

统。今后离退休人员既可继续到社

区服务中心进行认证， 也可通过

“老来网” 手机 APP 实现足不出

户办理资格认证。

据介绍，要实现贵阳市离退休

人员领取养老待遇资格认证人脸识

别认证系统的操作， 第一步通过手

机“软件商店” 、“应用市场” 、“应

用宝” 等搜索“老来网” ，并完成手

机安装。

第二步注册、登录“老来网” ，

注册人可以是本人，也可以亲属注

册后协助退休人员办理认证。

第三步绑定参保人信息，参

保地区选择：“贵州省贵阳市” ，

填写 “参保人姓名、 身份证号

码、给谁认证、基本信息后” 点

击提交。

第四步， 绑定参保人提交成功

后，点击绑定人中的“去认证” 。

最后， 进入参保人信息， 点击

“开始认证” ，按要求正确完成认证

动作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注册成功后，今

后可直接根据注册的手机号和密码

登录进入“老来网”进行资格认证。

在“社保认证” 中，点击“认证记

录” 可查询所有认证历史纪录。 如

果认证失败，点击重新认证，多次认

证失败须联系老来网客服 （电话

400-900-6992）。

市民今后在使用人脸识别认证

系统中，如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老

来网客服电话（400-900-6992）或

社 保 经 办 机 构 电 话

（0851-85872367）。

（本报记者 孙维娜）

贵阳市社保中心“老来网”手机APP上线———

退休人员“刷脸”可办资格认证

本报讯 为了帮助贵州百姓解

决怀孕难题，本周六，贵阳华夏不孕

不育医院特邀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

济医院纪亚忠教授来黔会诊。

据悉， 纪亚忠教授在我国不孕

不育领域颇有知名度， 从医 30 余

年， 曾获巴黎第五大学免疫专业硕

士学位和人类生殖医学专业博士学

位， 多次带领我国妇产科专家团队

赴欧美国家进行生殖医学方面的学

术研究和交流， 掌握了国际前沿技

术， 在不孕不育症治疗上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经验。 累计试管婴儿助孕

2000余周期，近 3年来，采用国产药

物能使试管婴儿成功率（移植周期

临床妊娠率）稳定在 50%左右。纪教

授所主诊的 51 岁疤痕子宫女性分

娩双龙胎、 补救第二代试管婴儿分

娩龙凤胎均为国内首报， 获得生殖

医学界的一致认同及好评。 本次会

诊，他将对女性生殖内分泌紊乱、子

宫内膜异位症、排卵障碍、中重度卵

巢过度刺激、 多囊卵巢性不孕及疑

难高育龄不孕等疾病提供权威的诊

治方案。

纪亚忠教授 3月 2日当天来黔会

诊，不孕不育家庭可提前咨询并预约。

预约电话：0851-83751888。（李强）

本报讯 今日 14 时至 15 时，贵

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贵阳市骨科医

院）显微创伤骨科、手外科主任、主

任医师李青松，将值守本报“专家

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如何科学应

对肘腕关节慢性疼痛的话题， 与广

大读者进行交流。

李青松说， 对于上肢的慢性疼

痛来说，往往是在多因素作用下，经

过日积月累而积劳成疾的一种病痛

表现。现如今随着网络的普及，一些

缺乏自我护理的人，在长期、高强度

使用键盘、 鼠标、 手机等电子产品

后， 相继被诸如腱鞘炎等手腕关节

慢性疼痛找上门。

那诱发腱鞘炎、 网球肘等上肢

慢性疼痛病症的高危因素都有哪

些？如果对此类病症置之不理，还可

能诱发哪些并发症， 或有损健康的

不良后果？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

做好应对上述病症的防治工作？ 针

对此类问题，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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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养老服务去年实现新突破

本报讯 2 月 25 日， 记者从省

生态环境厅获悉， 为进一步强化环

评文件技术评估， 切实提高我省环

评文件质量， 省生态环境厅采取公

开征集方式， 广泛吸纳各部门、行

业、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

校、协会、学会及社会咨询机构中适

合并有意愿从事环境影响文件技术

评估的专家， 扩充全省环境影响评

价专家库。

据悉，具体的征集条件包括：

坚持原则，作风正派，能够认真、

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身体

健康， 能够承担技术评估和现场

踏勘等工作。 在相关专业领域有

较深造诣， 熟悉行业相关情况及

发展动态；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 掌握环境影响评价审

查技术规范和要求； 具有环境影

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 环保工

程师、 核安全工程师等专业技术

资格或具有髙级专业技术职称，

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十年以上

的在职及离退休人员（原则上不

超过 70 周岁）。

符合条件的专家， 可采取个

人自荐和单位推荐相结合的方式

报名。 报名人员需提交如下资

料： 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库专家申

请（推荐）表 1 份（可到省生态

环境厅网站下载）；相关学历、职

称、职业资格等证明材料（原件

及复印件）； 申请者身份证复印

件 1 份； 推荐单位法人代表身份

证复印件 1 份。

个人申请者可以自行填写申请

表向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申请； 各单

位可对符合入选条件的专家进行直

接推荐，并由专家本人填写申请表。

申请表应在 5月 1曰前送厅生态环

保局环境影响评价处。

经审查决定聘任的专家， 将由

省生态环境厅以专家库名单的形式

进行公告。

详情可登录省生态环境厅网站

（http://hb.guizhou.gov.cn） 查询，

联系电话： 0851-85570802。

（本报记者 杨林国）

省生态环境厅公开征集环评专家

2月 24日，在黔东南州从江县

下江镇秋新村高烈寨“吃相思”活

动中，苗族同胞在互相抹花脸。

当日， 从江县下江镇秋新村

高烈苗寨与从江县丙妹镇大塘村

“东应” 苗族同胞举行“吃相思”

迎送仪式，拦路迎宾、吃长桌宴、

抹花脸、赠送分别礼物。

“吃相思” ，是苗族地区村与

村、寨与寨之间为拓宽社交、加深

友谊而举行的民间交往活动，每

年春节期间开展， 一般为两至三

天，包括拦路、唱苗歌、抹花脸等

环节。 特别是抹花脸，苗胞认为脸

抹得越花越吉祥， 抹脸原料也由

当初单一的锅烟扩展至彩色颜

料。 图为现场抹花脸的苗胞。

吴德军 吴如雄

本报讯 2 月 26 日， 记者从

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获悉，1

月份， 贵州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上涨 1.9%（涨幅比上年 12 月份

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

上涨 1.7%，农村上涨 2.1%。

具体看来， 贵州省食品烟酒

价格同比上涨 2.6%。 其中，食品

价格和服务价格上涨最多， 分别

上涨 3.0%和 2.5%，非食品烟酒价

格上涨 1.5%， 消费品价格上涨

1.5%。

据悉，1 月份 1.9%的全省居

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中, 以翘尾

因素影响为主， 而新涨价因素影

响约占 0.6个百分点。

而同比看来，1 月份， 贵州

省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0.6%，其中，城市和农村均上涨

0.6% ； 而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1.3% ， 非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0.3%，消费品价格上涨 0.5%，服

务价格上涨 0.8%。

（王品 陈玲）

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1.9%

全省1月份统计数据显示

上海名医来黔

会诊怀孕难题

本周六在贵阳华夏不孕不

育医院会诊

上肢慢性疼痛

专家为你答疑

贵阳第四人民医院手外科

主任今日值守健康热线

村寨“吃相思” 苗胞抹花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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