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6 日以来，返家学

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商务流交织

叠加，贵阳火车站及其管辖的贵阳

北站、贵阳东站日均发送旅客超过

10 万人， 比平时增加 50%左右，铁

路暑运第一轮客流高峰如期而至。

客运统计数据显示，7 月 6 日，

贵阳三大火车站共发送旅客 11.9

万人，其中高铁乘客 7.7万人；7 日，

三大火车站共发送旅客 9.55 万人，

其中高铁乘客 6.2万人；8 日， 三大

火车站送客 11.1 万人，其中高铁乘

客 7.5万人；9日， 三大火车站送客

10.8 万人，其中高铁乘客 7.1 万人；

10 日，三大火车站送客 10 万余人，

其中高铁乘客近 7万人。

另据统计，7 月 1 日 -10 日，贵

阳三大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超过

100 万人，日均 10 万人以上，比去

年同期增加 6%。

贵阳火车站预计， 本轮客流高

峰将持续到 7月 20日前后，期间客

流流向省外以北京、上海、广州、长

沙、武汉、成都、重庆、西安等方向为

主，省内以六盘水、草海、遵义、凯里

等方向居多。

7 月下旬至 8 月上中旬， 将迎

来以旅游、 探亲为主的第二轮客流

高峰；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返校学

生、入校新生、返家游客将掀起暑运

第三轮客流高峰。

针对持续在高位运行的客

流，贵阳铁路部门提示，请尽量选

择互联网订购车票， 并预留足够

的时间提前到车站或代售点换取

纸质车票； 乘车时一定要携带好

有效身份证件，确保“人、票、证”

三者一致， 否则铁路部门将拒绝

其进站乘车。

（本报记者 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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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加快推进 产品全面升级 尽展成熟大城风范 ———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二期火爆发售中

盛夏将至，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

城工地现场一片忙碌， 销售中心人

头攒动， 样板展示区前来看房的人

络绎不绝，各项业主活动精彩纷呈，

文旅大城的雏形愈加清晰， 贵阳恒

大文化旅游城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

的景象。

从去年亮相以来， 恒大文化旅

游城以其全新超前的定位和日渐成

熟的生活大城风范， 成为贵阳的一

张超级名片。 随着二期产品的入市

销售，这里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顶级产业集群配套

打造全新居住生活方式

作为世界 500 强企业集团恒大

集团旗下———恒大旅游集团布局探

索“房地产 + 文化旅游业” 重磅项

目———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落户花

溪区与贵安新区交界处，该项目是超

大规模文化旅游大城，涵盖童世界乐

园、童话大街、会议中心、会展中心、

民俗风情街、酒店群、电影城、民俗博

物馆、宜居住区等丰富业态。 这些业

态项目档次和水准都是国内一流，目

前，这些设施已经全面开工建设。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坐拥大规

模童话乐园———恒大童世界，专为少

年儿童打造的全室内、全天候、全季

节童话神话乐园， 涵盖 33 类大型游

乐项目，成就少年儿童的童梦乐园。

建筑面积约 10 万 m

2

四星级欧

式城堡酒店欧堡酒店已建设动工，未

来规划有酒店集群，充分满足游客的

住宿需求。

建筑面积约 7000m

2

的国际会展

中心现已建设封顶，这里集品牌发布

会、艺术交流、文化展示于一体，将是

引领区域繁华，国际时尚风向标。

项目的商业集群规模和档次在

贵阳也是首屈一指， 商业集群由约

23000m

2

童话大街 +约 70000m

2

购物

中心 + 约 22000m

2

民俗风情商业街

区组成，业主和游客在这里享受引领

世界潮流的商业盛宴。

建筑面积约 35000m

2

的休闲娱

乐设施，由文化娱乐城、国际电影城

组成，感受都市文娱新风尚。

项目内配有建筑面积约 15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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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会议中心， 可以满足各种大型

会议的需求，缔造西南地区峰会之都。

二期产品全面升级

综合优势更为明显

此次， 正在火热销售中的二期产

品， 在享受文旅城上述各项配套设施

的同时，其所处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还有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专属配套，加

之产品打造上精益求精， 让二期产品

具有了很高的关注度和期待度。

二期地块行政区划上属于贵安

新区， 贵安新区是第八个国家级新

区，成立 5 年半来，各项事业快速发

展。 二期项目居于花溪大学城、贵安

新区双核中心，享贵安新区“九横十

纵” 城市路网、与花溪新城无缝衔接。

为方便业主出行，自项目交房日

起，项目将开通业主巴士，定制业主

专属巴士线路。 从贵阳恒大文化旅游

城始发，途经花溪公园、贵州民族大

学、中曹司、太慈桥、新发装饰市场，

终点鸿通城购物中心，接驳贵阳地铁

站、 公交换乘站等城市便利交通枢

纽，半小时通达贵阳中心区。

项目至贵阳高铁北站、龙洞堡国

际机场等交通枢纽仅需 30 分钟，雄

踞中国西南交通枢纽， 依托高铁、机

场、高速等立体交通网，连通广东、重

庆、四川、湖南、云南、广西等省市，通

达全国。

二期地块建筑面积 84 万 m

2

，总

户数 4400户。 东临童世界乐园，南靠

航母商业配套，西有环城快铁党武站

(预计今年底开通)，北依生态公园；此

外，每个地块都重金打造六重景观园

林和稀缺湖景，风水宝地，步移景异，

环境优雅，匠心筑造“入则宁静、出则

繁华” 的高端品质宜居社区。

从产品类型上看，二期涵盖合院

以及花漾洋房等低密住宅。 包括建面

约 80-130m

2

乐 园 高 层 ， 约

110-140m

2

情景洋房， 约 189-251m

2

叠山别院（均含装修）。 最大楼间距

150�米；而且别院、洋房、高层依次从

南向北分布，视野极佳，保证户户观

景；9A�精装两房到四房，给你提供广

阔选择空间。

从配套上看， 二期规划有幼儿

园、小学、中学，提供全龄段一站式教

育服务，从小区下楼到学校只要 3-5�

分钟， 极大节省您的时间和交通成

本。 二期地块还规划有会所，配备多

功能健身房、恒温游泳池、棋牌室、酒

吧西餐厅等。 小区还设有休闲广场、

儿童游乐区、全龄运动活动区、室外

泳池、景观小道。

从车位上看，二期规划了充足车

位，比达到 1:1.2，完全满足每户一个

车位。 更贴心的是，还设置了机动车

位、非机动车位、独立的新能源充电

车位，不仅数量足够，而且人性化、前

瞻性的设计理念也走在贵阳前列。

在这里，典雅的欧式建筑引人驻

足;古朴的商业街让人流连忘返;奇趣

的儿童梦幻城凝聚着孩子们的欢笑;

高潮迭起的活动引爆万人欢乐盛宴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二期火爆

发售中，成交均价 9800 元 /m

2

，让我

们翘首期盼，期盼贵阳楼市一个新的

纪录的诞生！

展示中心实景图

■新闻速递

本报讯 按照公安部铁路公安

局的部署，7 月 8 日起至今年底，贵

阳铁路公安处开展“平安站车路、金

盾护你行”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影响

铁路运输秩序的违法犯罪， 其中将

重点整治霸座占座、扒阻车门、醉酒

滋事等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确保

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平安出行。

行动期间， 贵铁警方将采取路

地联动、警企携手、区域协作、警种合

成等措施，全力维护铁路治安秩序。

对于盗、抢、骗、毒等突出犯罪，

贵铁警方全力侦现案、打团伙、除黑

恶、抓在逃，全面挤压流窜犯罪活动

空间， 斩断通过铁路实施盗窃、抢

夺、诈骗和运输毒品的犯罪通道。

针对霸座卖座、扒阻车门、醉酒

滋事、买短乘长、倒卖车票、盗抢旅

财、敲诈旅客等社会高度关注的严

重滋扰站车秩序的问题，贵铁警方

将实行站、车、线联动，各警种联合，

集中打击整治。 同时，从机关、直属

支队和沿线派出所抽调 70 余名精

干警力充实到列车乘务一线，实现

“车车上警、趟趟有警” ，及时有效

处置上述问题。

贵铁警方介绍，根据《治安管

理处罚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对于霸座、扒车门等扰乱铁路站车

秩序者， 将受到警告或 200元以下

罚款处罚；情节严重的，处 5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

罚款，同时可列入征信黑名单，限制

乘坐动车。 这一联合惩戒措施旨在

提高违法成本，震慑不法人员。

贵铁警方特别提示:旅客若遇

到“霸坐” 者，不要忍气吞声，先找

列车工作人员调解，解决无果后向

乘警求助；遇到扒拦车门等情况，请

广大旅客第一时间通过“成铁公安

微警务” 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警方

报案。 （许璇 本报记者 曾秦）

贵铁警方开展专项行动

重点整治霸座占座、扒阻车门、醉酒滋事等问题

铁警联合武装部门在贵阳北站开展武装巡逻

■相关新闻

铁路暑运迎第一轮客流高峰

贵阳三大火车站日均送客超10万人

本报讯 记者获悉，贵阳轨道交通

3 号线中曹司站顺利完成一期顶板混

凝土浇筑作业。

中曹司站是 3 号线一期 29 座车

站中规模最大的车站，全长 478.8 米，

标准段宽 21.3米，为地下二层 14米岛

式站台，局部为三层结构，采用全盖挖

逆作法施工。 为配合花溪大道提升改

造工程， 中曹司站顶板分东西两侧

（一、二期）分段施工。

自项目开工以来， 施工方从土石

方开挖、地膜铺设、预埋件安装、防水

施工、钢筋绑扎、模板安装到混凝土浇

筑，强化施工工序管控，严格技术指标

把关， 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确保了中曹司站一期顶板优质、安

全、高效实现节点工期目标。

截至 7 月上旬， 中曹司站已完成

围护桩 526 根，格构柱 55 根，钢管柱

77 根，土石方开挖 3 万立方米，顶板

6578 平方米，目前已全面转入二期施

工作业。 （本报记者 王芳）

贵阳轨道交通 3 号线

持续建设中

中曹司站

完成一期顶板浇筑

工人在浇筑中曹司站一期顶板混凝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