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 月 10， 由共青团贵

州省委、 贵州省绿化委员会办公

室、贵州省林业局共同举办的“多

彩贵州·青春绿动———拒绝流浪地

球，一起加‘树’度”活动在惠水县

举办。在植树现场，400余名青少年

有的浇水、有的填土、有的扶苗，细

心栽种每一株树苗，共同种下象征

希望的石榴苗。

记者了解到， 植树节前期，团

省委还发布了“拒绝流浪地球！ 共

青团约你一起来植树” 线上答题

小程序，通过答题活动，在第 41 个

植树节前后对义务植树条例及尽

责形式进行宣传，引导社会公众特

别是青少年接受生态环保教育，学

习生态科普知识、了解植树造林义

务，弘扬绿色发展理念，增强生态

文明意识。

截至目前，活动报名人数已突

破 3000 余人。 活动计划在 3 月的

每个周末分批次组织青少年开展

植树活动，为美丽乡村添绿色。

此外，不能现场植树的，也可通

过扫码，参加由贵州省绿化委员会办

公室、省林业局、共青团贵州省委、省

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联合发起的“e绿

黔行”贵州“互联网 + 全民义务植

树”活动。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阳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3 月 1

日起施行， 贵阳晚报楼视界与贵阳楼

市网微信公众号 2 月 21 日进行了解

读， 刊发后很多读者网友纷纷通过电

话或者微信留言对相关问题进行咨

询。 《办法》对维修资金谁来交、怎么

交、交多少、谁来管等方面的规定都做

了调整，与购房者的利益息息相关。为

此， 记者对读者网友的疑问进行了梳

理归纳，整理出 20 多个关注度高的问

题， 并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市住建局相

关负责人，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答。

本报从今日起每日刊登三个问

答，希望对广大市民理解把握《办法》

中的规定有帮助。

答： 维修资金被称为房屋的“养

老金” ， 涉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 2005年 4月 21 日，贵阳市

出台了《贵阳市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维修资金管理规定》， 至今已

实施了 13 年多，在全市住宅维修养护

管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008年， 建设部、 财政部联合出台了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

设部、 财政部令第 165 号， 以下简称

“165号令” ）；2016年，国务院修订了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04

号）。 随着上位法的调整，贵阳市亟需

对现行的维修资金管理规范性文件进

行调整。 为构建“权责明确、运行高

效、管理透明、使用便捷” 的维修资金

监管体系， 加强和规范维修资金的交

存、管理、使用，从人民的需求出发，统

筹推进民生工程，切实解决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贵阳市依据国家政策法规，

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结合贵阳实际，

重新修订出台了《办法》。

答：新《办法》3月 1日起实施，以

购房网签合同正式提交的时间为准，

只要是 3 月 1 日后网签合同的， 均按

照新标准交存。

答：房价顾名思义就是购房者与开

发商签订购房合同时约定的房屋售价，

建筑安装工程成本控制价源于上位法

住建部、 财政部 2008 年第 165 号令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七条

已明确规定“业主按照所拥有物业的

建筑面积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每平

方米建筑面积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的数额为当地住宅建筑安装工程

每平方米造价的 5%-8%” 。按房价交维

修资金存在一房一价；按建安成本控制

价交则同一类型同一面积户型的维修

资金一致，更科学合理，更能体现公平

性。 （本报记者 商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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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贵高铁建设再迎重

要节点———3月 9日起， 成贵高铁

四川乐山至兴文段进入不载客试

运行(运行试验)阶段，距离该段正

式开通和今年底全线通车又近了

一步。

成贵高铁是我国 “八纵八

横 ” 高速铁路网中兰 广 ( 兰

州———广州 )大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 线路全长约 632 公里，为

双线客运专线，设计时速 250 公

里。 其中，成贵铁路成都至乐山

段已于 2014 年 12 月先期开通

运营。

本次建设的是乐山至贵阳段，

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开工建设，

从乐山站引出后， 向东经四川省

犍为县、宜宾市、长宁县、兴文县，

云南省威信县、镇雄县，贵州省毕

节市七星关区、大方县、黔西县，

贵阳市清镇市、白云区，终至贵阳

东站，正线长 515 公里，其中四川

段 259 公里， 云南段 79 公里，贵

州段 177 公里， 全线为整体无砟

道床，按照国铁一级、双线客运专

线标准建设。

此次开展试运行的乐山至兴文

段, 正线全长约 225公里， 共设乐

山、犍为、泥溪、屏山、宜宾西、长宁、

兴文 7�个车站。 这段线路于 2013

年 12月开工建设，2018年 11月 28

日开展联调联试。

另据了解，自去年 10 月 10 日

起中铁十一局成贵高铁项目部开

展贵州和云南段铺轨以来，截至目

前， 贵州段正线铺轨累计突破 260

公里（按复线算,下同），占贵州段

铺设里程的 68%以上， 占云贵段里

程的 54%， 为今年 5月底贵州段贯

通、8月底云南段铺通和今年 12 月

底全线通车运营奠定了基础。

成贵高铁在成都与西成高铁

相连，在贵阳与贵广铁路、沪昆高

铁衔接，不仅承担着西南地区省市

间的城际、区（县）际旅客运输功

能，同时兼顾西南、西北地区与华

南地区的长途客流输送功能，惠及

沿线 3600多万人口。

成贵高铁全线通车运营后，将

结束川南地区没有动车的历史，四

川省南向乃至西北地区通往珠三

角、长三角地区的将再添快捷大通

道；继渝贵铁路后，贵阳至成都又

增一条高标准、大能力的钢铁大动

脉，动车组从贵阳到成都最快将压

缩至 3 小时以内 （含站停时

间）。 （本报记者 曾秦）

今年底将全线通车，正线长515公里

成贵高铁 乐山至兴文段试运行

开展试运行的 55581次列车

400�余青少年 为乡村添绿色

义务植树活动昨日在惠水举行

3月 5日至 8日，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赵德明到望谟县、 兴义市、

紫云自治县、镇宁自治县调研脱贫

攻坚和对口帮扶工作。 他强调，要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

州脱贫攻坚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

示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

部署， 带着深厚的感情真帮实扶，

确保夺取决战之年根本性胜利。

黔西南州领导刘文新、 邓家

富、许风伦、李建勋，安顺市领导曾

永涛、尹恒斌、熊元，市领导孙志

明、刘本立、唐兴伦分别陪同调研。

望谟县是全省的深度贫困

县，赵德明首先来到贵州光秀生

态食品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农产

品加工、企业生产经营、带动农

户发展种植业等情况，叮嘱企业

要做优产品，做大规模，扩大市

场， 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

力。 在大观镇大塘村蛋鸡养殖项

目现场，赵德明听取帮扶项目建

设情况汇报后要求，要促进当地

农民就近就业，让他们学会养殖

技能，拓宽脱贫致富的路子。 来

到兴义市洒金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赵德明走进新市民服务中

心和兴义市绣娘专业合作社，了

解搬迁群众生活就业情况。 他强

调，要坚持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地党的建设为统领， 着力完善

“五个体系” ， 让搬迁群众生活

安心、舒心、放心。

在紫云自治县，赵德明来到松

山街道牛场村，听取结对帮扶情况

汇报，实地察看村集体经济种养殖

项目鸿雁养殖基地。 他强调，要积

极发展集体经济，提升小农户组织

化程度，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拓展

小农户增收空间。 在食用菌基地，

赵德明详细了解产品生长周期、销

售价格等情况，要求将产业帮扶项

目抓实抓好，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

在的实惠，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在

镇宁自治县，赵德明实地察看贵州

黔棠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加

工、贮藏保鲜和展示产品，他嘱咐

企业要瞄准中高端消费，增加绿色

优质农特产品供给，更好适应消费

需求。 来到扁担山镇蔬菜种植基

地，赵德明要求，牢牢把握“八要

素” ，用好“五步工作法” ，深入推

进农村产业革命，千方百计做大做

强特色优势产业。

调研中，赵德明强调，贵阳市

要增强省会担当，充分发挥大市场

带动作用，为全省深入推进农村产

业革命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助推

全省其他市州加快脱贫攻坚步伐。

要全力帮助各地强化农特产品产

销对接，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渠道

优势，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实现培

育一个农特产品，带动一片农业产

业，惠及一批贫困群众。 要切实做

好易地扶贫搬迁 “后半篇文章” ，

探索构建党员干部与搬迁群众长

期结对帮扶机制， 确保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快融入、能致富。

赵德明在望谟县兴义市紫云自治县镇宁自治县调研时强调：

真帮实扶 夺取决战之年胜利

本报讯 自 3 月 9 日以来，春

运客流全面恢复到正常水平，贵阳

三大火车站客票全线宽松，未来 20

余天 （3 月 11 日 -3 月 31 日）绝

大多数方向的火车票都可以随到

随买。

在 30 天预售期内， 除了贵阳

至深圳的高铁票紧张外，各大方向

火车票都已非常宽裕，当天的票基

本都可以买到。

客票预售信息显示，截至 3 月

10 日 19 时 -3 月 11 日 、12 日 ，

G2929 次 （贵阳北 - 深圳北）、

G2921 次 （昆明南 - 深圳北）、

G2925 次 （昆明南 - 深圳北）、

G311 次 （昆明南 - 香港西九龙）

等 4 趟列车贵阳北至深圳北的客

票基本售完，13 日及以后客票宽

松。未来 20天（3月 11日 -3月 31

日），北京、上海、广州、长沙、重庆、

成都、昆明、西安、杭州、南京、厦

门、福州等方向的普铁和高铁车票

均十分充足。

贵阳火车站预测，随着清明假期

的到来，将开启春运后首个客流高峰

模式。 提醒广大旅客规划好行程，提

前购买往返车票，确保清明小长假顺

利出行。 （本报记者 曾秦）

铁路客流恢复正常———

贵阳至各地火车票 随到随买

1、这次修订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2、购房者按新标准交存房屋专项

维修资金，是以签合同的时间为准吗？

如果 2 月份就交了定金，3 月份签合

同，按什么标准交存？

3、 老办法是按房价的百分比交

存， 新办法是按建筑安装工程成本控

制价的百分比交存， 这两个概念有何

不同？

■办法解读

专题问答

《贵阳市房屋专项

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