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贵阳北往返盘州开行 1 对 （往返 2

趟）“G” 字头高速动车组列车，方

便暑期广大旅客出行。

这对动车组车次为 G5381/2

次， 在由沪昆高铁贵阳北至盘州区

间运行，单程运行里程 251公里。 具

体开行日期、 运行时刻和票价分别

为： 1、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贵阳

北至盘州开行 G5381 次列车， 贵阳

北站 12:33 发车，经停安顺西、普安

县 2 站， 当日 14:03 到达盘州站，历

时 1小时 30分钟。 2、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盘州至贵阳北开行 G5382

次列车，盘州站 15:48 发车，经停普

安县、安顺西 2 站，当天 17:20 抵达

贵阳北站，历时 1小时 32分钟。

票价： 这两趟列车全程商务座

364元， 一等座 194元， 二等座 115

元。

目前， 通过铁路 12306 官网、

12306 手机客户端 （APP）、 电话

（95105105）、 全国各火车站窗口、

自动售票机、 火车票代售点等 6 种

途径， 均可购买这 2 趟列车车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交通运

输厅获悉，构皮滩水电站通航工程

设施目前已经进入全面调试阶段，

计划于 2021 年 3 月投入试运行。

届时，从贵州乌江渡至重庆白马可

实现 500吨级船舶一船直达。

乌江至涪陵汇入长江，而乌江

渡至涪陵段内共有 6 级水电站，其

中构皮滩水电站通航工程的主设

备全部安装完成，已经进入了全面

调试阶段。 乌江构皮滩水电站通航

工程规模宏大， 建设难度举世罕

见，创造了七项“世界之最” 。

据了解,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

最大的支流，是贵州连接长江经济

带的主要出省水运通道，全长 1037

公里，其航道通过能力达 500 万吨

/年， 可以通航 500吨级船舶。 同

时， 乌江沿线已建成开阳港洛旺

河、播州港乌江渡区、瓮安港江界

河、 思南港太平等 8 个码头 22 个

500吨级泊位，年吞吐能力可达 800

万吨。 乌江拥有货船 100余艘。

构皮滩水电站通航工程设施

运行后，乌江在贵州境内的 407 公

里四级航道可实现 500 吨级船舶

一船直达， 而船行至重庆白马后，

将采用“断航不断交” 的方式进行

运输。

“乌江近二十年时间，都处在

一个断航或者区间通航的状态。 复

航之后，就意味着，我们这些断航

的节点、堵点、痛点完全被打通，就

形成了千里乌江一线通。 ” 省交通

运输厅副厅长韩剑波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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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贵州贵阳供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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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6 日—7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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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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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0日

10：00-22：00

10kV紫燕线燕古分支 169#杆 29令克后段线路

牛丫坡

花

溪

区

域

7月 8日

08:30-18:30

10kV龙永线

永乐批发市场、小山、贵州大通路桥工程有限公

司、永乐村照明、西门凹、永乐街、贵州乌当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贵阳分公司、羊昌岩、羊场司抽水、羊场

司照明、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里指挥部龙

盘公墓、中铁北京工程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

公司黔南分公司、龙里县醒狮镇成祥砂石厂、龙

里县醒狮镇玉琳石料厂、龙里县全意建材厂、贵

阳市南明区永乐乡卫生院、 贵州启林顺发种植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天地吉祥实业有限公

司、石笋水库、贵阳市南明区城市管理局、羊角

桥、羊角碎石厂、贵阳山里妹食品公司、贵阳永

乐天然矿泉饮料公司、陈斌、羊角小冲、各布寨、

刘坪抽水、石塘村、姚坪抽水等附近。

7月 9日

08:30-18:30

10kV龙谷线

二堡桥农灌、双龙市政中心建设大道路灯、中国

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分公司、贵州建信水务

环境产业有限公司、黄泥哨 2 号、贵州正兴制砖

有限公司、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黄泥浦水库

农灌、 中铁上海第五工程公司金翠湖施工用电、

贵州双龙航空港置业有限公司二堡新城南区公

共配电房（备供电源）、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二宝营地施工用电、 二堡照明、中

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花溪小碧

二堡砂厂、贵阳市南明区小碧乡布依族苗族乡二

堡村民委员会、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省

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天汇商贸有限公司等附

近。

双

龙

区

域

7月 9日 23:00-

7月 10日 08:00

10kV将富 II回线(专线）

富力新天地等

观

山

湖

区

域

7月 9日 23:00-

7月 10日 08:00

10kV将新 II回线（专线）

新世界等

7月 9日 23:00-

7月 10日 08:00

10kV将窦 II回线（专线）

窦关安置房等

7月 9日 23:00-

7月 10日 08:00

10kV将界 II回线（专线）

御湖小区、墅临境、新世界等

7月 9日

10:00-16:00

10kV响麦线猴亮坪支线 204号开关后段

黑土田、山背后、猴亮坪等

电话：0851-8587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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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出租

广告

贵州金融城

临街旺铺多间，面积 120-200M

2

小十字稀有临街商铺

面积 200M

2

中山东路中东派出所旁商铺

面积 20M

2

保利温泉新城 11-14幢负 4层商铺

面积 105M

2

本报讯 据遵义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官网消息称，遵义市汇川区

人民路遵义市政府原办公区地块，

将以 2.9 亿元的价格起拍。 据悉，

遵义市政府已迁往新蒲新区新址。

根据该官网公布的消息，这块

编号为 2020- 汇 -03 的地块，位于

汇川区人民路，出让土地面积约为

40158 平方米，起拍价为 29396 万

元，保证金为 14698 万元。 该地块

的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 （可配建

5%商业），出让年限为居住 70 年，

商业 40年。

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

遵义市自然资源局有关人士称，这

块土地，是遵义市政府原办公区所

在区域，但实际出让的土地超出了

原有办公区范围，部分行车道和广

场也纳入了其中。相关人士称，2.9

亿多元的出让价只是起拍价，最终

的价格要待报名者最后竞价才能

确定。

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

网于 6月 23日公布的该批地块，除

了市政府原址外，还包括新蒲新区、

红花岗区、汇川区等地的 13宗国有

建设用地，总出让面积近 58万平方

米，起拍价近 14.4亿元。 从公布的

数据看， 原市政府这块地的面积不

是最大，但起拍价最高。 据悉，该地

块处于市区成熟的商业地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遵义市政府原址土地拟拍卖

起拍价格 2.9亿元；用途为居住用地

构皮滩通航工程 明年初试运行

届时，从贵州乌江渡至重庆白马可实现 500吨级船舶直达

6月 28日，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与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共

同签署《乌江通航设施运行管理维

护委托协议》， 标志着保障乌江航

道安全、 提升乌江航道通过能力、

提高乌江水路运输服务水平等工

作进一步精细化， 乌江 “黄金水

道”将更加畅通。

按照协议，双方将加强通航设

施运行维护工作，提高通道管理服

务水平，积极推进乌江航道提等扩

能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相关专

题审批，协调重庆市加快开展彭水

电站二线通航设施和白马航电枢

纽前期工作， 力争实现 2020 年开

工建设乌江沙沱二线 1000 吨级通

航设施工程，“十四五” 开工建设

乌江思林 1000 吨级通航设施工程

和乌江三级航道工程。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乌江通航设施运行管理维护委托协议》签订

共同畅通贵州黄金水道

本报讯 6 月 29 日， 贵阳

六中奠基暨白云区 31 个教育

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

此举意味着，当项目建成投用

后，贵阳六中将从原校址整体

搬迁到白云区。

据悉，贵阳六中建设项目

用地位于贵阳市白云区云环

中路与青龙路交汇处，总用地

面积 170770.25 平方米 （合

256.15 亩 ）， 总 建 筑 面 积

135053.51㎡， 规划班级数 72

白云区举行 32个教育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其中———

贵阳六中将从原校址整体搬迁到白云区

■新闻速递

本报讯 6月 28日，随着马王庙

铺轨基地二桥至浣纱路区间最后一

组轨道铺设合拢， 贵阳轨道 2 号线

一期工程顺利实现“短轨通” ，提前

两天圆满完成既定工期节点目标。

据了解， 贵阳轨道 2 号线一期

铺轨里程全长 75.06 公里。 铺轨施

工过程中，面临道床形式多、全线坡

道大（最大 34‰）、交叉施工频繁以

及疫情影响等诸多难题， 轨道工程

施工、 监理及设计等参建单位紧密

结合现场实际情况， 制定了详细而

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倒排工期、定

期调度，确保铺轨施工实现 24 小时

不间断， 保障轨道 2 号线一期关键

工期节点的实现。

目前， 贵阳轨道 2 号线一期工

程已进入机电工程施工冲刺阶段，

向下一步全线“长轨通” 、“电通” 、

“联锁通” 等关键工期节点目标挺

进。 （王芳）

本报讯 6月 29日，由贵州省人

民政府主办，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贵

阳市人民政府协办，贵阳市发展改革

委承办的贵州省暨贵阳市 2020年全

国节能宣传周活动在贵阳启动。

2020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于

6月 29日至 7月 5日举办， 主题为

“绿水青山，节能增效” 。 今年全国

节能宣传周在往年活动安排的基础

上， 对活动内容和宣传方式都进行

了丰富和创新，围绕“云” 上节能周

策划开展一系列线上活动， 通过新

兴媒体加载节能宣传视频、 线上宣

传资料、线上互动小游戏等，将节能

知识通过线上方式进行传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7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贵阳北往返盘州

开行 2趟动车

轨道 2号线一期

实现“短轨通”

2020年节能宣传周

活动启动

班，规划学生数 3600人，总投资约 10.7亿元。 其

中，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行政综合楼、教研中

心、实验楼、、科技楼、报告厅、音乐厅、学生食堂、

学生宿舍楼、运动场、风雨操场、大门、垃圾房等

16栋地上建筑物、构筑物，还包含 3 个地下室以

及校园内道路、绿化景观等相关配套设施。

目前， 该项目已完成发改立项批复、 可研批

复、初设批复，完成规划拟选址论证、规划总图审查

工作；完成项目勘察、监理、设计、施工单位招标工

作；完成水保、环评、交评、风评、地灾、压覆等相关

批复；完成施工图审查工作；完成平场施工 80%，计

划 2021年 7月完成项目建设并交付使用。

与此同时，当天白云区还有 31 个教育工程

项目集中开工。 其中，幼儿园 22 所，小学 6 所，

初中 3所。 这 32所（含贵阳六中）学校建设后，

可新增学前教育学位 6210 个， 增加小学学位

6450 个，增加初中学位 5850 个，增加高中学位

3600个。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梁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