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位不退休的“园丁”，已在长顺县种下3万余棵树苗

本报讯 走在长顺县城的大街小

巷，无论寒来暑往，经常会遇见这样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手拿着大号

园艺剪刀，一手提着布袋，不停给路

旁的小树、花草剪枝修饰。 这位老人

在长顺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退

休义工” 。

他叫赖兆铭，浙江籍人士，今年

81 岁，是长顺县民族中学退休教师。

先后获得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

人” 、“贵州省优秀共产党员” 、“黔

南骄傲人物”等多项荣誉称号。

据了解，1985 年，赖兆铭来到长

顺县民族中学任教，闲暇之余，他经

常带着锄头、肥料、剪刀等工具，在

各个学校空地和县城主干道两旁种

花植树。 退休后，赖兆铭坚持每天至

少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从老城区逛

往城南新区， 义务为树木花草修剪

新枝。

赖兆铭告诉记者，他当年就职的

长顺县民族中学硬件设施较为简陋，

为了增添生气，便自置锄头、肥料、镰

刀等工具， 开始在学校空地种花种

树，收获很多老师同学的掌声，同时

也遭受非议。

赖兆铭说：“一些人说我作秀，

不务正业，不好好教书，其实我书教

得很好， 班上考试成绩好的学生很

多，我一直遵从内心坚持种树。 ”

不管多少人投来异样的眼光，赖

兆铭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棵树是我来长顺种的第一

颗树，冬青树。 ” 在教学楼门口，赖兆

铭双手抚摸着大树，讲述着他与树的

故事。经过 34年的成长，他一个人已

经无法环抱，感叹时光流逝，转身与

在树下乘凉的学生说：“其实， 人与

树相似，只有默默地学习成长，才能

历经风雨，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

己的力量。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赖兆铭

一直将这句话放在心上。正是因为他

的辛勤付出,多年下来，长顺民族中

学校园里绿树成荫,县城喜步河两岸

杨柳荡漾,县城长兴大道两旁成了两

条绿油油的丝带。

据不完全统计，34 年来，赖兆铭

已义务种植了 3万余棵树苗。

3 月 11 日上午， 记者在长顺县

口袋公园看到了赖兆铭，他正手执剪

刀为区域内花草修剪新枝。他告诉记

者，刚刚从自家阳台挑选了一株冬青

树、两株四季桂花、三株油松移植到

县城北边的青山上栽种。

这几天，赖兆铭一直关注正在北

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他对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的

“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

力，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加大生态系

统保护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感触很深。

赖兆铭说：“长顺县地处麻山

腹地，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

水岭,也是‘两江’ 上游生态安全屏

障的重要保护地，长顺自然生态脆

弱， 需要每一位长顺人都站出来，

从我做起，用实际行动加大生态环

境的保护，让我们的家乡变得更加

美丽。 ”

“我会坚持下去，在有生之年给

长顺多种树、多种草，直到我干不动

了” ，赖兆铭说。

（陈波 本报记者 张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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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 贵阳市 2019 年 3 月 18 日—3 月 25 日将对以下线

路进行计划检修停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表

示深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贵阳供电局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3月 18日

09：00—20：00

两

城

区

10千伏桥湾线改茶村Ⅰ配变

3月 20日

09：00—20：00

10千伏桥圣线大洼农改 2#

变配变

改茶路、改茶村沿线

中坝路、大洼沿线 大洼农改 2#变台区

3月 19日

09：00—20：00

10千伏瑞东线 70 号开关至 71 号

开关区段

毓秀路沿线 毓秀路小学、 贵阳佳和房地产开发

公司、云岩住宅建设综合开发、八达电信、云岩区

档案大楼、多联房开Ⅱ、贵阳宏安宅

花

溪

区

3月 22日

09：00—20：00

10千伏桥海线海马房开Ⅰ配变

海马冲路沿线 海马房开Ⅰ台区

3月 19日

09：00—21：00

10千伏滨云线 261# 开关后段、10 千

伏兴服线 425# 环网柜 4253# 环网开

关后段

遵义巷部分区域：三公司变、电力设计院变、警司变、工

贸公司变、第一干休所变、丰海招待所变等；

3月 20日

09：00—21：00

10千伏滨云线 4121 号环网开关

至 258柱上开关区段

青云路河滨公园后门部分区域：路灯变、金龙滨河湾、溜

冰场变、质量技术监督局变、河滨水厂、城管局变、公汽

二场、交通修理厂变等；

3月 20日

09：00—19：00

10千伏渔山线 3224 柱上开关后

段

扶风路、大吉巷区域：实验三中、扶风路变、贵阳电视台

变、省医宿舍、江山房开、武警指挥学校变等；

3月 21日

09：00—19：00

10千伏沙供线 252 号柱上开关

至 7341号环网开关区段

营盘路、南厂路部分区域：无纺布厂、筑华房开、唐正房

开、贵阳市公安局变、林城花都、78149部队、军区后勤电

锅炉等

3月 21日

09：00—19：00

10千伏都民 线 543# 环 网 柜

5433#环网开关后段

都司路恒力房开等

双

龙

新

区

3月 19日

10：00—14：00

10千伏龙冶线见龙洞路 01 号环网柜

012开关至 7072号开关区段

油小线路灯、西南农产品、王恩权、亮丽工程、砂之船（备

供电源）、建信水务、二轻校、北京市政、市一医、太升

3月 18日

09：00—12：00

10千伏养北线花溪车站开关箱主出

012 开关至 10 千伏养北线朝阳村开

关箱主进 011开关区段线路

种子公司、花溪医院宿舍、茗桂花园、计生局、人武学校

3月 18日

12：00—16：00

1、10 千伏养北线车站开关箱 001 号

间隔开关后段、2、10 千伏养北线车站

开关箱 002 号间隔开关后段、3、10 千

伏养北线朝阳村开关箱 002号间隔开

关后段

车站 1#公变、 贵阳市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

理处专变

3月 19日

10：00—16：00

10千伏陶高线水塘分支

水塘 1号、2号公变、格棒公变片区

3月 20日

10：00—18：00

10千伏陶高线五寨 1号公变低压线路

五寨大寨片区

3月 21日

10：00—15：00

10千伏石合线石朋支线 2 号

杆 801开关后段线路

石板一村、石板二村片区

3月 21日

10：00—16：00

1、10 千伏紫龙 I 回龙燕路分支 #26 杆

701 开关后段线路；2、10 千伏紫燕线

青岩二关分支 #2 杆贵阳中电环保发

电有限公司支线 406开关后段线路

贵阳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片区

3月 22日

10：00—15：00

10千伏溪铁线保利一期开关箱主出

012开关后段线路

尖山、溪谷、春江生态园、振中玻

璃厂等

3月 22日

09：00—14：00

10千伏养北线朝阳村开关箱 001 号

间隔开关后段朝阳村公变

朝阳村公变

3月 19日

09：00—17：00

10千伏甘菊线公交站 06 号环网柜

012 号开关至 10 千伏甘菊线二十二

中 08号环网柜 011号开关区段之间

甘荫塘菜场、水泥厂宿舍

3月 20日

09：00—17：00

10千伏甘井线 07 号环网柜 002 号开

关后段

影响一台路灯变，不影响用户。

3月 21日

09：00—17：00

10千伏小松线 5263 开关至 10 千伏

小松线与 10 千伏小贵线 5501 联络

开关区段

海跃科技、兴华模具、湘达模具、美成房开施工变、

毛寨组 2号、毛寨组路口、王武 3号、贵惠大道加压

站、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王武宿舍 1 号、2 号

变、王武医院配变、王武监狱小区 1 号、2 号变、王

武新村、贵州省司法警官学校配电房、贵州美成房

地产、王武监狱 1号、2号变、高新银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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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南·林樾综合体项目使用贵阳市环城林带林地的社会公示

中南·林樾综合体建设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经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经济发展贸

易局备案 （贵州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2018-520116-70-03-360240），并于 2019年 2

月 20 日经贵州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列为贵州省 2019 年度

重点项目。 因项目红线范围内涉及林地，项目

业主向我局申请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根据贵州

省林业厅《关于做好贵阳市环城林带范围内建

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社会参与工作的通

知》（黔林资通〔2016〕594 号）、贵阳市生态

文明委员会《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使用贵阳市环

城林带林地社会公示和听证实施办法（暂行）

的通知》（筑生态文明委通〔2016〕367 号）文

件要求，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中南·林樾综合体项目总投资 300000 万

元， 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临空总部区，

用地面积 9.6816 公顷，涉及林地 2.7318 公顷。

主要建设内容为：居住、商业用房及配套设施。

二、使用林地情况及使用林地后的占一补

一措施：

项目红线范围内涉及贵阳市环城林带林

地 2.7318 公顷，地类为乔木林地、特殊灌木林

地，森林类别为地方公益林，林地保护等级为

Ⅲ级。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拟购买息烽县青

山苗族乡青山村防护林 203.8 亩 〔黔（2018）

息烽县不动产第 0001002 号〕作为贵州双龙航

空港经济区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占一补一” 储

备用地，项目业主将按相关规定有偿从上述地

块中划取 2.7318 公顷作为该项目使用林地

“占一补一” 用地。

三、征求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范围为社会公众及该项目利

害关系人；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为该项目使用

林地有关事宜。

四、公示起止时间：

2019年 3月 11日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5

个工作日）。

根据相关规定，我局拟对该项目使用林地

审核上报，相关单位和个人对该项目使用林地

及采伐林木事宜有异议或意见，请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下午 17:00 前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向我局书面反映，反映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

件及联系方式。我局将认真核实，及时处理。如

无异议， 我局将根据该公示内容予以上报，逾

期不受理。

联 系人：周超男；

传真号码：0851-85517813；

邮箱：122171055@qq.com

�������单位地址：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太升国

际 A3栋 14楼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生态建设管理局

2019年 3月 11日

八旬老人赖兆铭 义务植树34年

赖兆铭上山植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