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13 日， 贵州瓮安

至马场坪铁路建设迎来重要节

点———随着瓮安站北端肖家院中桥

最后一孔 T 梁架设完毕，标志着贵

州省首条采用 PPP 模式（即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建设的自建自

营地方铁路完成了正线铺轨， 为今

年内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 瓮马铁路全长 73 公

里， 按国铁二级单线电气化铁路标

准建设，设计时速 120公里，全线设

瓮安、平定营、牛场、福泉东(缓开

站)、姜家坪 5 个站点，是一条资源

型货运专线， 总投资近 50 亿元，于

2015年 9月 28日开工建设。

瓮马铁路穿越于黔南州的崇山

峻岭间，全线共有桥梁 40 座、隧道

30 座，桥隧比约 70%，给施工建设

带来极大挑战。

据了解，瓮马铁路铺轨完成后，

将相继开展静态检测、动态检测(联

调联试)和安全评估，预计今年内正

式开通运营。

瓮马铁路通车后， 将为瓮安至

福泉煤电磷一体化循环基地提供大

能力、安全便捷、绿色环保的运输通

道， 同时衔接沪昆、 黔桂等普铁干

线，对于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促进

黔南州乃至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另外， 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已

有部分工点先期开工， 预计最快

2022年建成。

据悉，该线是瓮马铁路的二期工

程，由南延伸线（马场坪 -都匀）和

北延伸线（瓮安 -遵义）两段组成。

南北延伸线总长 148.533公里，投资

估算总额 104.52亿元，按国铁二级、

单线、速度目标值 120公里 /小时标

准建设。其中，南延伸线起于瓮马铁

路姜家坪站，经麻江、谷硐、都匀杨

柳街，终于黔桂铁路新都匀站，线路

长约 48.9公里；北延伸线从川黔铁

路的遵义市阁老坝站南端引出，途

径尚嵇、团溪、铁厂、珠藏、天文等

地，终点接入瓮马铁路瓮安站，线路

长约 99.633公里。

（雷鸣 本报记者 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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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州高院

了解到，贵州高院近日出台《关于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强农村

留守儿童合法权益保护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围绕不断

完善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

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加大关爱

保护力度， 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安

全、健康、受教育等权益得到有效

保障。

据悉，意见严格依照《婚姻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等规

定，确立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强化

儿童权益优先保护司法理念， 加强

隐私保护，避免二次伤害。

意见要求， 全省法院对涉留

守儿童案件中涉嫌刑事犯罪的，

要及时告知农村留守儿童方提起

刑事自诉或请求公安机关处罚。

对侵害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

案件，主动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同

时， 要建立涉留守儿童案件立、

审、执有效衔接的“绿色通道” ，

实行涉留守儿童案件立案法官引

导诉讼责任制。

意见强调， 全省法院要发挥专

业审判机构的优势， 借助家事审判

改革契机， 逐步探索家事审判和少

年审判合一的科学路径； 要积极探

索适合留守儿童心理、 生理特点的

审判方式，把审判工作向前延伸，完

善法庭教育制度， 将教育贯穿于庭

前、庭中、庭后；要依法加大司法救

助力度， 对因自身权利受到侵害起

诉的留守儿童，经济确有困难的，依

法缓交、减交或免交诉讼费，并以司

法建议的形式反馈给民政部门；要

依法加大调解工作力度， 联动留守

儿童所在村委会(居委会)、学校等

组织，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同时，全省法院要妥善审理涉

留守儿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纠纷案件、离婚案件、在校学生损

害赔偿案件，妥善处理留守儿童监

护人缺位问题。 依法打击遗弃犯罪

行为，对于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具有

对留守儿童长期不予照顾、不提供

生活来源，或者遗弃致使留守儿童

身体严重损害或者造成其他严重

后果等恶劣情节， 涉嫌遗弃犯罪

的， 法院应当依法履行好审判职

责，依法予以惩处；依法追究辍学

留守儿童家长违反义务教育法行

为的相关法律责任。

意见指出， 全省法院在审理留

守儿童刑事案件时，要坚持“教育、

感化、挽救” 方针和“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 原则，对罪行较轻、悔罪表

现好的被告人， 尽可能依法给予改

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重、从严、从

快严厉打击故意杀害、伤害、强奸、

抢劫、抢夺、猥亵、拐卖、拐骗留守儿

童的违法犯罪和教唆、胁迫、引诱留

守儿童违法犯罪等各类案件； 依法

追究辍学留守儿童家长违反义务教

育法行为的相关法律责任， 保障辍

学留守儿童重返校园接受义务教

育，确保在教育扶贫路上“一个都

不能少” ；组织法院干警、法律服务

工作者及人民陪审员与困难家庭的

留守儿童进行结对帮扶， 建立和完

善对留守儿童罪犯回访考察制度，

实现社区矫正和司法矫正有机结

合；大力开展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

推进选派法官担任兼职“法制副校

长” 工作，积极协助中小学校开展

法制教育。

（本报记者 李慧超）

我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

严打故意杀害、强奸、猥亵、拐卖留守儿童等违法犯罪案件

本报讯 7 月 20 日， 贵阳西南国

际商贸城将举行第四届爱心观山湖旅

游文化节系列子活动———“爱心观山

湖”荧光夜跑活动。 7月 20日前，市民

可以到碧桂园西南上城营销中心现场

报名，也可以通过关注“贵阳西南国

际商贸城” 微信公众号参与线上报

名， 活动参与人数控制在 2000 名，报

满为止。

据介绍，本次活动由贵州省田径协

会主办。 报名结束后，参加荧光夜跑的

人员将在 7月 20日， 凭报名成功手机

短信和有效身份证件，在贵阳西南国际

商贸城中心广场指定网点签到登记，同

时提前领取活动号牌和装备。每一位参

与选手将获得活动纪念奖品等。

本次夜跑活动 20 日晚上 7 点开

始，夜跑路线涵盖西南商贸城 3、4、5、

6号广场，距离约 7.8公里。 路线中分

别两次利用停车场道路上下楼， 最大

限度利用西南商贸城地空优势。 约 5

公里的路线在停车场等室内道路进

行， 在 7 公里处有部分上、 下楼梯路

段，增加跑步难度和乐趣。现场还有一

些别出心裁的景观设计， 增加互动性

和观赏性。 （本报记者 商昌斌）

爱心观山湖旅游文化节

系列子活动———

“荧光夜跑”

本周末举行

本报讯 昨日下午，“行走的课

堂”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主题周末课走

进贵阳生态科普馆。 听讲解、作报告，

小记者们共同探索贵阳的生态之美。

“贵阳地处云贵高原东侧，平均海

拔 1200 米，最高点海拔为 1762 米，最

低点海拔为 506米……” 通过讲解员

解锁“海拔” 这个关键词，小记者们了

解到贵州海拔知识。 接着，小记者们穿

过诞生、 孕育、 探索和守护四个主题

厅，看见了森林、湿地、河流、田野……

在“我是小小环保演说家” 环节，

小记者陈方圆以《保护环境，建设美丽

家园》为主题，娓娓道来她所理解的：

为何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孙维娜）

探索贵阳生态之美

晚报小记者

走进生态科普馆

当前，正值高考、中考录取之

际，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和省委、市委有关作风建设规定精

神，防止“升学宴”“谢师宴” 等违

规办酒现象发生，进一步巩固我市

作风建设成果， 坚决刹住党员、国

家公职人员借子女升学之机，违规

操办和参加 “升学宴”“谢师宴”

等不正之风， 特重申如下纪律要

求：

一、严禁违规操办各种名目的

“升学宴”“谢师宴”等酒宴；

二、严禁违规参加各种名目的

“升学宴”“谢师宴”等酒宴；

三、严禁借操办“升学宴”“谢

师宴” 等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消费

卡等；

四、严禁使用公款报销或向有

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转嫁应由

个人支付的操办宴席、子女入学等

费用。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党委 （党

组）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加强对本系统、本单位党

员、国家公职人员的日常教育管理

监督，通过各种形式打招呼、提要

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

防止出现违规操办和参加 “升学

宴”“谢师宴”等问题。纪检监察机

关将切实履行监督职责， 对党员、

国家公职人员违规操办“升学宴”

“谢师宴” 、 违规参与及违规收送

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行为一律从严

快查快处， 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

光。

欢迎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

监督，鼓励实名举报。 贵阳市纪委

市监委举报电话：0851-12388，举

报网址： 贵阳市纪委市监委网站

（www.gysjw.gov.cn）, 来信来访地

址：贵阳市观山湖区市级行政中心

二期 B 区市纪委市监委信访室，邮

编 550081。

中共贵阳市纪委 贵阳市监委

2019年 7月 15日

中共贵阳市纪委 贵阳市监委关于重申严禁

党员、国家公职人员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相关纪律的公告

瓮马铁路完成正线铺轨 预计年内通车

铺轨成型的瓮马铁路

本报讯 7月 14 日， 贵州喜百

年装饰全新七星级一口价新品

发布会， 在亨特·索菲特酒店隆

重召开，来自省内外装修业界精

英，以及喜百年公司材料供应商

和客户代表 300 多人，见证了这

一盛事。

在发布会上，喜百年黄小飞总

裁分别从数据化、可视化、服务

化等多维度细致并深度讲解了

全新七星级一口价的由来与意

义。 随着黄总的深度解析，无论

是从九大服务模式还是百年学

院———工艺研发部的成立，或是

喜百年和正墅装高端设计部都

不断地将整场发布会一次次推

向了高潮。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副会长贵

州室内装饰协会会长张实践称，

喜百年全新七星级一口价， 颠覆

了以往的家装模式， 全新七星级

中的终身服务体系 ， 以及集团

9+3 服务体系， 彻底改变了传统

家装一次性买卖的模式， 将装修

做成另一种终身服务的新型模

式，屏蔽了传统家装服务不专业、

售后无人管的短板。

（孙征康）

贵州喜百年举行新品发布会———

我省首条采用 PPP模式自建自营地方铁路———

推出全新七星级一口价家装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