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心黔意

与绿同行

———甲醇汽车推广应用

■新闻速递

6月 21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新闻发

布会第三场———“大交通·天堑变

通途：从火车开进苗家寨到西南交

通枢纽” 。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省

发改委、省铁建办、民航贵州监管

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

70年的跨越发展，伴随立体交

通网的逐渐成形，从“县县通” 到

“组组通” ，从“绿皮火车” 到“高

铁时代” ，从一个机场到全省 9 市

州都有机场，从激流险滩到“黄金

水道” ……交通引领全省经济社

会加快发展，为人民群众带来日益

便捷的出行服务。

据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巡视员

章征宇介绍，新中国成立时，全省

公路通车里程仅 3943 公里。 1978

年， 全省公路通车里程 30558 公

里， 公路密度为 17.98 公里 / 百平

方公里。

改革开放后，贵州公路通车里

程大幅增长，到 2018 年，全省公路

通车总里程达到 19.7万公里，公路

密度达到 111.9 公里 / 百平方公

里， 比 1949年分别增长 19.3 万公

里和 109.66 公里 / 百平方公里。

2018 年普通国省道二级及以上里

程近万公里（达 9322公里）。 全省

公路通行条件显著改善， 干支结

合、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络基本

形成。

此外，高等级公路也是从无到

有，1986年贵阳至黄果树高等级公

路的开工建设，拉开了全省高速高

等级公路建设的新篇章。 2001 年，

贵州省第一条高速公路———凯里

至麻江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2015

年， 贵州成为西部地区第 1 个、全

国为数不多县县通高速的省份。

2018年底，全省高速公路通车

总里程达 6453 公里， 通车里程上

升至全国第 7 位，高速公路综合密

度上升至全国第 1 位，使山地贵州

（海拔从 147.8 米的黎平县地坪乡

到 2142米的威宁草海） 构筑外通

内联，安全便捷的“高速平原” 。

据章征宇介绍，1978 年前，全

省农村公路的通达率也很低，晴通

雨阻问题十分突出，农村群众运输

出行特别困难。 改革开放后，国家

加大了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投入力

度， 公路通达通畅率迅猛增长。

2002 年， 实现全省乡乡通公路。

2017年，全省实现建制村通畅率达

100%。

2017年 8月，贵州启动了农村

“组组通” 硬化路建设三年大决

战，把“组组通” 作为脱贫攻坚基

础设施四场硬仗的当头炮，着力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今年 5

月，实现了 30 户以上村民组 100%

通硬化路目标，惠及近 4 万个自然

村寨、1167万农村人口。

通组硬化路实施一年多来，直

接参与项目建设的群众达 120 余

万人次， 累计带动增收 81.2 亿元，

其中贫困群众 20 余万人次、 增收

27.1 亿元。 累计服务农村产业革

命、带动乡村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超

过 500 万亩， 乡村旅游村寨突破

3500个，涉及的自然村寨累计新增

汽车、农用车约 30 万余辆，有力助

推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助力乡村

振兴发展。

据悉，预计到 2022 年，贵州铁

路里程将突破 4300 公里， 其中高

铁近 2000 公里； 远期铁路里程

7500公里，其中高铁约 2500 公里。

全省将实现市市通高铁。

据贵州省铁建办综合处处长

牟成刚介绍，近 10 年来，贵州举全

省之力推动贵州铁路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 累计完成铁路投资 2441

亿元， 其中贵州出资达到 446 亿

元。2014年建成贵广高铁联通珠三

角和北部湾、 进入高铁时代，2015

年建成贵阳至长沙高铁联通京津

冀、 长三角及中部地区，2016 年建

成贵阳至昆明高铁联通昆明，2017

年建成重庆至贵阳铁路联通成渝

和西北地区，2018年建成铜仁至玉

屏铁路，铜仁实现高铁连接。 年年

都有高速铁路建成开通。

目前， 贵阳与广州、 长沙、昆

明、重庆已高铁直接联通，与成都

直接联通的成都至贵阳高铁计划

2019年建成，与南宁直接联通的贵

阳至南宁高铁预计 2022年建成。 9

个市州中心城市中贵阳、 都匀、凯

里、安顺、遵义、铜仁已通高铁，毕

节、六盘水计划 2019 年通高铁，兴

义预计 2022年通高铁。

据民航贵州监管局副局长罗文

德介绍，1995年之前， 磊庄机场是

贵州省唯一的民航航空机场。 1995

年，龙洞堡机场开工建设，这一年，

全省旅客吞吐量 94 万人次；1997

年，贵阳龙洞堡机场建成通航，这一

年， 全省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 100

万人次；2001年， 贵州省第一个民

用支线机场———铜仁机场通航；从

2004年到 2017 期间， 贵州民航发

展正式进入快车道，兴义、安顺、黎

平、荔波、遵义、毕节、黄平、六盘水、

茅台等 9 个支线机场陆续建成通

航。截至目前，运行的十个支线机场

中，毕节、茅台、兴义、铜仁、遵义新

舟等 5 个机场 2018 年旅客吞吐量

均已超过百万人次。

2011 至 2013 年期间， 贵阳机

场旅客吞吐量年增幅分别达到

17.0%、19.2%和 19.7%，货邮吞吐量

增幅分别达到 12.1%、15.1%和 -2.

7%， 飞机起降架次增幅分别达到

10.7%、13.9%和 21.3%，旅客吞吐量

增速在全国机场中名列前茅。

通过数据不难发现，改革开放

以来，贵州民航从无到有，从弱小

逐步发展壮大，由“加速起飞” 开

始“高空翱翔” 。 本报记者 陈玲

公路通车里程大幅增加

运输网络基本形成

打通“最后一公里”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2022年

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

民航从无到有

再到“高空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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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发布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

贵州大交通 让“天堑”变通途

本报综合报道 据贵州省纪委监

委网站消息，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中共花溪区

委常委、 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赵代

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贵

阳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赵代刚接受调查

花溪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本报讯 贵阳市乌当区民政局近

日印发《关于规范旧物捐赠箱设置行

为的紧急通知》， 规范废旧物品捐赠

箱的设置， 严厉打击以慈善公益为幌

子、 开展废旧物品回收牟利的非法社

会组织。

今年以来， 乌当区民政局陆续接

到群众反映， 该区多个城市社区存在

废旧物品捐赠箱设置混乱、 违法倒卖

捐赠衣物等问题。一些社会组织、企事

业单位在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情况

下，以“公益慈善” 为名在各地开展废

旧物品捐赠回收活动， 有的还将公众

捐赠的废旧衣物销售牟利。

针对上述情况， 乌当区民政局组

织力量对辖区所有社区、乡（镇）废旧

物品捐赠箱的设置数量、主体单位、单

位办公地址、具体负责人员、设置时间

等情况开展了全面排查，结果显示，全

区范围内现有废旧物品捐赠箱 169

个，主要分布在顺新、创新、振新、新天

等五大新型社区。

“设置废旧物品捐赠箱，必须具

备公开募捐资格。 ” 乌当区民政局表

示，对于设置旧物捐赠箱的非法组织，

责令其立即停止活动，全面消除影响；

对继续开展活动的， 一经发现坚决打

击取缔，没收非法财产；涉嫌犯罪的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本报记者 曾秦）

乌当区民政局

规范旧物捐赠箱

本报讯 6 月 21 日， 第二届南明

“多彩贵州城杯” 布依族古歌大赛在

贵阳开幕。期间，吸引了来自我省各地

县市共计 51 支参赛队伍，近 600 名布

依人参赛。

据悉，此次大赛为期一天。举办此

次大赛， 旨在以此为平台弘扬传承布

依族古歌，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宣传、

助推一批生态美丽的民族村寨和一些

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民族人家， 培育

一批美丽乡村示范项目和民居客栈，

围绕发展乡村旅游和扶贫攻坚开展活

动。同时，也使多彩贵州城的民族文化

活动成为助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最

大宣传阵地和有效推广平台。

据悉， 比赛中， 参赛队伍将围绕

“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民族欢歌，喜

迎国庆” 为主题展开角逐。 最终评选

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奖 4名，组织奖 20名。

（本报记者 王杰）

第二届南明区布依族古歌

大赛开幕

甲醇燃料作为一种清洁能源，

具有环保、经济、节能等特点，正被

越来越多的人应用， 成为新的替代

性燃料。 那甲醇燃料是如何发展起

来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下

它的发展历程。

上世纪二十年代，甲醇汽油开

始用作车用燃料出现在人们视野，

二战期间，甲醇汽油广泛应用于德

国。 上世纪七十年代受石油危机影

响，许多国家积极寻求石油的替代

能源， 而醇燃料作为液化燃料，其

储运、分配、携带、使用都和传统的

汽柴油差不多， 且其原料来源丰

富，燃烧充分，因而受到国际社会

的关注，美国、德国和瑞典等先后

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甲醇汽油车用

技术的研发。

1975 年，瑞典提出甲醇可以成

为汽车代用燃料， 并成立国家级甲

醇开发公司；1976 年在瑞典召开的

第一次国际醇燃料会议（ISAF），推

动了醇燃料的发展；德国于 1979 年

制定了醇类燃料研究计划， 组织 6

家汽车工厂、1000 多辆燃醇汽车投

入运行， 并在国内主要城市建立

M15 加油站，形成全国供应甲醇汽

油网络；1995 年，美国 DOE 能源中

心投入 12700辆汽车进行甲醇汽油

实验。

而我国对甲醇燃料的研究起步

于上世纪 70年代。“六五” 期间，国

家交科委与交通部、 山西省共同组

织， 在山西省进行了 M15-M25 甲

醇燃料研究实验， 共有 480 辆货车

参与了实验及示范工作。 1998年由

原国家经贸委在山西组织“煤制甲

醇洁净燃料汽车示范工程” 推广运

行， 组织了 150余辆中巴车在 5 个

城市运行，收集了大量数据。

2012 年，工信部、发改委、科技

部先后在 5 省市的 10 个城市中开

展历时 5 年的甲醇汽车试点工作，

参与试点的 1024 辆甲醇汽车累积

运行里程超过 1.84 亿公里，试点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昌金鋆

甲醇燃料发展史 你知道多少？

严打以公益为名的回收牟利

行为

弘扬布依族古歌

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本报讯 昨日， 贵州省委常委、

贵阳市委书记、 市委生态文明建设

委员会主任赵德明主持召开市委生

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暨猫跳河省级河长、 贵阳市总河长

调度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

契机， 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深入推进大生态战略行动，坚决

打好水环境治理攻坚战， 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忠，市政

协主席王保建，市委副书记、市委

政法委书记、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向虹翔， 市委常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有关领导同志出席。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听取我市生态文明建设、

全面推行河长制及“6·18贵州生态

日” 工作汇报，审议通过了市委生

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工作规则、2019

年工作要点及其办公室工作细则。

赵德明指出，成立市委生态文

明建设委员会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对于全面

加强市委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

全面提高贵阳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全市上下要保持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奋力

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爽爽贵阳新

未来。

赵德明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系统治水的重要

论述，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

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牢牢

抓住“水” 这个“牛鼻子” ，聚焦

“水” 这个主题、解决好“水” 这个

痛点、做好“水” 这篇文章，以水资

源治理和保护带动全市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新成效。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推进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优化水

资源治理和保护的顶层设计，积极

探索截污治污模式，强化水生态环

境修复，严格落实“河长制” 责任，

坚决打好水环境治理攻坚战。 要着

力推进源头综合治理，加快推动垃

圾分类处理，大力发展可回收垃圾

利用项目，促进垃圾源头减量和资

源循环利用；充分征求社会各界和

人民群众意见建议，结合贵州山地

特点，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进一步坚定绿色发展方

式，大力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推

动全民参与，形成人人参与护水、人

人支持治水的良好局面。

会前，赵德明来到贵阳物资回

收有限公司废旧电子拆解中心，调

研贵阳市垃圾分类工作、垃圾回收

产业发展情况及废旧电子拆解中心

运营情况。

各区（市、县）、市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和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

委员参加。 （本报记者）

赵德明主持召开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暨猫跳河省级河长、贵阳市总河长调度会时强调：

坚决打好水环境治理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