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下午， 一场中美国际辅助生殖疑难

联合研讨会在贵阳举行。 美国加州生殖医学

中心创始人莫尔博士（美国 CCRH 创始人）

亲临现场，与贵州省人民医院、贵阳市妇幼保

健院、遵义医学院等医院的专家们，共同对相

关问题进行分享与探讨。 双方通过跨国界、跨

学科界限的交流，碰撞出新观点、新思路，进

一步提高相关医疗领域水平， 同时给国内不

孕不育家庭带来了圆梦的新希望。 据悉，该活

动由中科梅奥国际医疗集团主办， 贵州省联

合慈善医疗援助中心等单位承办。

本报记者 陈佳艺

本报讯 4月 28日下午， 贵阳市首届文化

惠民消费行动” 正式启动，活动将从 4 月持续

至 11 月， 贵阳市民和外地赴筑游客均为受惠

对象。

这次活以“筑文化·惠民生” 为主题，由贵

阳市文化和旅游局牵头， 报经贵阳市政府批

准，在全市开展该活动。 活动采用“政府补贴、

企业让利、居民参与” 的方式开展，通过扩大

和引导文化消费，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消费质量，增强

市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介绍， 这次活动共推出了演出惠民行

动、阅读惠民行动、文娱惠民行动、文创惠民行

动、网络惠民行动和旅游惠民行动在内的六大

板块内容，对贵阳市城乡居民和外地赴筑游客

在演出、阅读、文娱、文创、网络及旅游等文化

消费活动给予消费补贴，实现全民共享文化资

源、共品文化盛宴。

目前， 首期活动已签约贵阳市新华书店、

贵州广电网络贵阳分公司、贵州京剧院、南明

电影院在内的 22户合作商家。

（本报记者 曾秦）

贵阳举行文化惠民消费行动

《贵州省河道条例》明起施行

河（湖）长制

正式法制化

本报讯 “河（湖）长年度绩效目标考

核结果将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评依据。 ” 4

月 29日，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贵州省河道条例》将从 5 月 1 日

起施行。 《条例》对河（湖）长制工作予以

法制化， 规定各级河 （湖） 长是落实河

（湖）长制的第一责任人。

据了解， 我省流域面积超过 100 平方

公里的河流共有 556 条，长度 10 公里以上

的河流达 984条，保护和管理难度很大，涉

河违法案件时有发生。 对此， 全新制定的

《条例》 明确了河道保护与管理实行统一

管理与分级负责、 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

理相结合的原则， 对河道的监督管理实行

分级负责制。

将河（湖） 长制法制化是重新制定的

《条例》一大亮点。《条例》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河（湖）长制工作机制，

确定工作部门承担河（湖）长制日常事务工

作。河道应当按照行政区域分级分段设立河

（湖）长，名单应当向社会公布。

同时明确，各级河（湖）长是落实河

（湖）长制的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实施一

河（湖）一策方案，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保护

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建立区域间、部门

间协调机制，组织对下级河（湖）长和有关

责任部门进行督促检查、绩效考核。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今年 3 月至 4 月，贵

阳市人大常委会组成视察组，对贵

阳市 2018 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视察。视察报

告显示：经省环保厅考核，2018 年

贵阳市全面完成了省政府下达至

贵阳市的四个方面 24 项环保目标

任务。

根据视察报告，2018年贵阳市

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完成工作，通过

实施“蓝天、碧水、净土、固废、乡村

环境整治” 五大战役，强化环境执

法监管， 抓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大力加强生态建设，推进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公

众参与， 持续加大了环境保护力

度，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提升，

全市各项指标、任务未出现“一票

否决” 事项，全面完成省政府下达

至贵阳市的环境质量、 污染防治、

环境监管和能力建设、中央环保督

察整改四类 24项目标任务。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在视察中

发现，2018 年，贵阳市虽然全面完

成了省政府下达的环保目标任务，

但全市的环境保护工作仍然存在

四个困难和问题，对此，贵阳市人

大常委会对“症” 下药，就相关问

题提出解决的意见建议。

一：仍有混合生活污水直排南

明河。因此，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建议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力推进

“蓝天、碧水、净土、固废、乡村环境

整治” 五大战役实施，稳步推进南

明河生活污水溢流、 洋水河总磷污

染水环境治理工作， 治标治本双管

齐下解决污染问题。

二：污水治理成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短板。近些年虽然开展了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但主要是解决环境

卫生。由于筹资困难，投入不足，绝

大部分村寨没有污水处理设施，甚

至部分乡镇政府所在地都没有污

水处理设施。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建

议，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方案，按照先近后远、先易

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系统整治

农村房屋风貌、 拆除乱搭乱建、治

理生活垃圾及污水等，梯次推进村

容村貌提升。

三：噪声污染投诉率呈上升趋

势。随着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建

筑施工噪声源的数量增加； 酒吧、

KTV 等商业区文化活动噪声等对

周围环境产生较大影响；随着机动

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交通噪声的

影响范围和强度逐年加大。 贵阳市

人大常委会建议， 把环境状况和环

保目标任务完成放在各项工作的重

要位置，并与《环保法》和大气、水、

土壤、噪声、固废污染防治等相关法

律法规贯彻实施结合起来， 以法治

方式保障各项目标任务完成。

四：磷石膏堆场量大存在风险

隐患。 据统计，2018年全市磷石膏

产生量为 900.22 万吨， 新增堆存

量 460.52 万吨，没有达到“以用定

产”“产消平衡” 的要求。 磷石膏

建材产品推广应用不理想，效果不

明显。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建议，在

积极做好磷石膏渣场防渗防漏工

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磷化工企业

技术改造，对传统磷化工生产工艺

和设备进行绿色化改造升级，从源

头上减少磷石膏的产生。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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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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6 日—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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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城

区

域

5月 6日

08：30—20：00

10千伏贵师线师大 8号配变

贵州师范大学 师大 8号变压器台区

5月 6日

08：30—20：00

10千伏贵九线筑东房开Ⅱ配变

巫峰路沿线 筑东房开Ⅱ变压器台区

5月 7 日

08：30—20：00

10千伏关保线 01号环网柜 012开关至 3300开关区段 保利云山国际小区

5月 8日

08：30—20：00

10千伏关省线 341号开关至 3411号开关区段

市北路、扁井路沿线 黔灵文峰苑小区、自来水加压站

5月 8日

08：30—20：00

10千伏关小线 05 号环网柜 012 开关

至 450号开关区段

小关、黔灵村沿线 保利云山国际小区、1.5

环市政路灯、康居房开宅 1# 变

5月 10日

08：30—20：00

10千伏瑞园线交通厅宅配变

八鸽岩路沿线 交通厅宅变压器台区

5月 10日

08：30—20：00

10千伏茶江Ⅰ回 01 号环网柜 012 开

关至 10千伏贵仪线 412号开关区段

百花巷、 汪家湾路沿线 云岩区公安局看

守所Ⅲ、金地房开小区

5月 7 日

08：00—20：00

10千伏吉化线 11号开关前段

王家桥中天部分区域： 庆隆达仙鹤路施工、

东山路变、久联化工、贵化宿舍、中天城投等

5月 8日

08：00—20：00

10千伏兴服线 422# 环网柜 4226#

间隔后段；10 千伏沙遵线 165# 开关

后段，10 千伏兴坝线 298# 至 151#

开关区段

沙冲北路部分：中达房开、贵铁水电段、第三农

贸市场、旧城工程指挥部、恒升房开、泛资公司、

公安南明分局、铁路供电段、房建工区、四丰房

开、农水局、邮政局、轻工所、东方房开、成铁集

团、邮政枢纽等

5月 9日

08：00—20：00

10千伏观调线 616号柱上开关前段

南浦路部分：省委办公厅宿舍、城管局、省委

讲师团、省顾委、讲师团电锅炉、省委组织

部、烟厂纸箱厂等

5月 10日

08：00—20：00

10千伏北师线 206#-207# 开关之间

月亮岩路部分区域：市政安置房、环卫车队、

达安房开、国道房开、贵州化工机械厂、圣丰

房开等

5月 11日

08：00—18：00

10千伏滨浣线狮峰路变

狮峰路部分路段：狮峰路变等

5月 11日

08：00—18：00

10千伏滨蔡Ⅱ回线贵州工业大 2# 变

贵大五里冲校区部分区域：贵州工业大学 2号变等

5月 11日

08：00—18：00

10千伏沙馆线 579电话分局变

玉田坝部分区域：579电话分局变等

5月 9日

08:00--20:00

10千伏青玉线 12 号杆电缆刀闸前段、青砖

线 7306 号环网开关至五眼桥 01 号环网柜

011 号环网开关区段、青西线 155 号柱上开

关前段

太慈桥部分区域：蔬菜公司、华中房开、一

监、海城房开、太慈桥小学、公用事业建设公

司等；

本报讯 省发改委消息，今年

一季度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6%、 好于预期， 增速分别比全

国、西部高 7.3和 5.8个百分点，居

全国第 3位。

今年以来，我省更加注重发挥

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

用，坚持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并举、基础设施投资和产

业投资并举、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

并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

今年安排省重大工程项目

2738 个、 年度计划投资 7204 亿

元，一季度完成投资 1686 亿元，建

成投产吉利年产 40 万台 1.5TD

发动机、贵州中烟铜仁卷烟厂易地

搬迁、中电投贵州务正道年产 100

万吨氧化铝等重大工程项目。

集中开工补短板项目 240 个、

总投资 838亿元。向银行累计推送

“两张清单”项目五批 1471 个，新

增发放贷款 526.32亿元。

投资更加聚焦实体产业和

“三长三短” ，结构不断趋优。 工

业投资增长 13.5%、 同比提高 0.8

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6.8%，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

务 业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16.3% 和

35.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

增长 17.3%。与大数据相关的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8.3%和 26.2%； 与大旅游相关的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投

资增长 20%和 21.2%；与大生态相

关的生态环保产业投资增长

23.7%。

教育、卫生投资增长 20.4%和

21.7%。铁路、水利基础设施投资分

别增长 77.8%和 35%。 新型基础设

施加快建设，贵州射电天文台等项

目加快推进， 建成贵阳·贵安国家

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扩容工程，出

省带宽达 9400Gbps， 通信光缆达

97 万公里，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投

资增长 29.4%。

民间投资增长 15%、同比提高

10.5个百分点， 增速居全国前列，

社会预期稳定向好，市场活力稳步

提升，企业发展信心不断增强。

（本报记者 杨林国）

一季度全省完成投资1686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6%，居全国第 3 位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为环保问题“开药方”

■新闻速递

助患者收获“好孕”

中美国际辅助生殖疑难

联合研讨会在贵阳举行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