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电视节目聚焦贵州高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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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英国著名电视节

目《伟大的旅程》发布的新一季先导

预告片惊艳了外国网友，这是一部走

进贵州高速公路拍摄的伟大旅程纪

录片。

2018 年 7 月 27 日，该电视栏目

团队来到高速公路坝陵河大桥上拍

摄时， 第一眼看见雄伟的大桥时，

“Amazing” 脱口而出，赞叹不已。 在

拍摄完人物对白后，制作团队迫不及

待地选点架好摄影机，把壮观的桥梁

和如画的山水录制进画面中。

据了解，此次拍摄受到贵州各交

通部门的重视。 国外网友惊叹，画面

中的公路网犹如“史诗般壮丽” 。《伟

大的旅程》在全世界 200多个地区播

出，拥有超过 1.2亿的观众，被视为世

界上播放率最高的汽车节目。在这档

节目的预告片里，主持人对着镜头调

侃道：英国和中国相比简直逊爆了！

该预告片一出，海外车迷们纷纷

排队“安利”中国。 有网友称：“想演

一波来自未来的戏码的话，你该去中

国看看。 ” 还有网友贴出贵阳黔春立

交桥画面，不少外国网友表示，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神奇的魔幻公

路显然不会被节目组错过， 因此，节

目组特意选择了具有世界桥梁博物

馆之称的贵州高速公路进行拍摄。

（本报记者 王芳）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州省交通

运输厅获悉，成贵省际开放大通道泸

州古蔺至金沙（四川境）高速公路已

经获得批准建设，建成后两地行驶时

间较现有高速缩短 1小时。

泸州古蔺至金沙 （川黔界）高

速公路是四川、 贵州两省共同研究

同意建设的高速公路项目。 项目路

线起于泸州市， 拟接成渝环线或

G4215 蓉遵高速公路， 向南布设至

四川与贵州界，路线为南北走向。其

中，古蔺至金沙（四川境）段全长近

40 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 100

公里 / 小时。 成贵直线高速泸州至

贵阳段全长 303.62公里， 其中泸州

至古叙界段 69.88 公里， 古蔺段

74.72 公里，贵州段 159 公里。 该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成都至贵阳间最便

捷的一条高速大通道， 比成都经

G4215蓉遵高速和经 G76 厦蓉高速

至贵阳缩短 75 公里左右，行驶时间

缩短 1小时。

贵阳经金沙至古蔺 （川黔界）

高速公路起于贵阳市观山湖区，经

金沙， 止于贵州金沙县清池镇与四

川古蔺县交界处， 与规划拟建的四

川古蔺(黔川界)至泸州段高速公路

顺接，路线全长 158公里。 本项目与

四川古蔺（黔川界）至泸州段高速

公路共同构成连接贵阳至成都的最

近捷高速公路通道， 也是贵阳市十

二条射线高速公路之一。

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20 日，贵

阳经金沙至古蔺（川黔界）高速公

路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评

估会在贵阳召开。 会议原则同意工

可报告修改完善后， 抓紧开展项目

招商引资、勘察设计等工作，推动项

目 2019年实质性开工建设。

（本报记者 王芳）

成贵高速公路四川段批准建设

建成后，两地行驶时间将缩短 1小时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州省公

路局获悉，3 月底前，全省将全面完

成通组硬化路建设任务。

据介绍，全省 3月底前将全部实

现 30户以上村民组 100%通硬化路，

彻底解决沿线 1000万农民群众出行

不便问题，完成“组组通” 所有项目

建设。 此外，全年还将实施普通国省

干线公路升级改造 3000 公里以上，

其中新开工 200 公里， 建成 600 公

里，让我们的路网结构更加充实。

贵州将实现农村公路高质量发

展，新改建农村公路 3000公里，创建

“美丽农村路” 5000公里以上， 争创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3个，省级

示范县 10个以上。实施农村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 5000公里， 到 2020年

实现乡道以上安防工程全覆盖， 确保

百姓走得顺畅，走得安全。

今年底， 还将全力以赴力争实

现 20个极贫乡镇对外通二级路。

目前， 相关施工单位正加快推

进项目进度质量， 科学制定施工组

织计划。同时按照贵州省政府要求，

用好每年每公里 1500 元养护金，并

将通组硬化路养护纳入 “村规民

约” ，确保完工一批、验收一批、养护

管理一批。 （本报记者 王芳）

下个月 全省将完成通组硬化路建设任务

将实现 30 户以上村民组 100%通硬化路，解决沿线 1000 万农民群众出行不便问题

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三

天我省多地有雨，27 日， 受冷空气影

响气温略有下降，但很快就有所回升。

不过除了西部以外， 阳光还是比较稀

少。

具体预报为：26 日夜间到 28 日

白天，省的西部边缘多云到晴，其余地

区阴天有小雨， 夜间到早晨省的中西

部有雾， 傍晚到夜间省的南部有分散

雷雨；28 日夜间到 3 月 1 日白天，省

的西部多云，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其

余地区小雨转多云有分散阵雨， 夜间

到早晨省的中西部有雾。

贵阳市未来几天又将迎来阵雨的

叨扰， 不过每日最高气温仍呈上升趋

势， 最高将升至 18℃左右。 具体预报

为：预计 26日夜间到 27 日白天，阴天

有小雨，地势高处有雾，气温 5～9℃；27

日夜间到 28日白天，阴天有小雨，地势

高处有雾， 气温 5～10℃；3月 1日，多

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雷雨中局地伴

有强对流天气，气温 6—18℃。

（本报记者 张晨）

■新闻速递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三天

我省多地有雨

今年黔西南州继续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农村低保标准 最高4140元 / 年

本报讯 来自省民政厅

的最新消息，2019 年，黔西南

州继续按区域、 划档次提高

城乡低保标准，为到 2020 年

实现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

与全面小康建设进程相适应

的目标奠定基础。

总体上看，提标后，黔西

南州农村低保平均保障标准

提高到 4100 元 / 年，较上年

提高 5.43%；城市低保平均保

障标准提高到 610 元 / 月，

较上年提高 4.27%。

具体来看，2019 年， 黔西

南州的农村低保和城市低保

标准各分为两个档次:

����一、农村低保

1.兴义市、兴仁市、义龙

新区，为 4140元 /年。

2.普安县、晴隆县、贞丰

县、望谟县、册亨县、安龙县，

为 4080元 /年。

二、城市低保

1.兴义市、兴仁市、义龙

新区，为 650元 /月。

2.普安县、晴隆县、贞丰

县、望谟县、册亨县、安龙县，

为 590元 /月。

据介绍， 此次提标核查

从 2 月开始，到 5 月底结束，

6 月份按新标准兑现低保金，

并补发 1 至 5 月新老补助水

平之间的差额。

在低保提标核查的过程

中， 黔西南州进一步强化农

村低保与扶贫开发两项制度

的衔接， 严格按照城乡低保

“三环节十步骤” 操作规程

精准认定低保对象； 切实做

到“应保尽保、应退则退” ，

保障广大困难群众的基本生

活权益， 充分发挥城乡低保

政策性兜底保障功能。（本报

记者 曾秦）

坝陵河大桥

本报讯 2019 中国·贵州百里杜

鹃花节暨杜鹃花风车国际音乐节将于

3 月 23 日拉开帷幕，今年的花期预计

从 3月中旬持续至 5月上旬。

3 月至 5 月，百里杜鹃将相继推

出古朴神秘的大型彝族祭花神仪式、

风车国际音乐会、文化美食节、第 25

届杜鹃花杯国际围棋邀请赛、2019

年百里杜鹃首届科技文化旅游节等

系列活动。 其中，音乐节将邀请罗志

祥、许巍、萧敬腾等歌手放歌百里杜

鹃。

5 月 10 月， 百里杜鹃将借助清

爽宜人的夏秋气候， 组织避暑游系

列活动， 举办中国国际露营大会、

2019 奢香军营大草原首届山地运动

露营季、百里杜鹃火把节、百里杜鹃

第三届国际越野跑挑战赛、 百里杜

鹃九九重阳登山节、 百里杜鹃彝族

年等系列活动。

（陈问菩 邹坤）

百里杜鹃景区

邀你听歌看风车

《伟大的旅程》新一季先导预告片，近日在坝陵河大桥开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