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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普通高中转学流程有变化
转学须在开学后 1 个月内完成；四种情况不得转学
本报讯 近日，贵阳市教育局公
布普通高中转学流程，其中指出，贵
阳市普通高中转学执行 “人籍一
致、籍随人走” 的原则，所有转学必
须在每学期开学后 1 个月内完成。
普通高中学生的转学流程为
学生及其家长或法定监护人提出
申请，如实填写《贵阳市普通高中
学生转学办理表》相关内容后，经
转出、转入学校同意盖章，由转入

学校在学籍系统申请办理，县级初
审后，经市级学籍管理领导小组审
核同意后在网上审查核办。
据悉，贵阳市普通高中学生原
则上不得转学。 因特殊原因确需转
学的，市内同级同类同性质学校可
以互转。
其他类别转学须遵循以下原
则，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学
生可转入一般普通高中学校；省级

示范性普通高中跨类别转学的，中
考分数必须达到转入学校当年统
招生网上录取最低分数；民办普通
高中学校（含中外合作项目班）的
学生可转入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就
读，但中考分数必须达到当年生源
地网上报名最低控制线及转入学
校当年统招生网上录取最低分数。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贵阳市
参加中考的跨类别跨性质转学的

学生，转入学校需仔细核对学生中
考分数是否达到当年生源地网上
报名最低控制线及转入校当年统
招生网上录取最低分数。 未在贵阳
市参加中考的普通高中学生，转入
学校需认真核实户籍、 国网学籍、
转出学校性质及类别等相关信息。
境外转入的学生，需提供签证或签
注及学籍等相关证明材料。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贵州发布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脱贫攻坚农村住房安全保障” 新闻发布会——
—

12年来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约330万户
本报讯 昨日，贵州省政府新闻
办在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脱贫攻坚农村住房安全保障” 新
闻发布会， 全省农村危房改造和住
房保障工作中深入开展“全” 覆盖
评定、“
全” 领域提质、“
全” 过程控
制、“
全” 方位培训，成效明显。 2008
年， 我省率先在全国启动农村危房
改造试点，12 年来累计实施农村危
房改造约 330 万户。
“全” 覆盖评定，结合贵州实

贵阳奥体中心

际，制定农房安全评定标准，明确评
定程序， 委托专业机构或组织技术
人员， 对全省 192 万户建档立卡户
农村居住房屋进行全覆盖安全评
定，做到住人的房子要安全、不安全
的房子不住人；“全” 领域提质，结
合群众反映的危房改造配套设施问
题，按照“缺什么补什么” 的原则，
2017 年以来省级财政累计投入资
金 14.86 亿元， 全面同步配套实施
“三改”（改厨、改厕、改圈）工程

45.5 万户， 在确保住房安全的基础
上，实现农房卧室、厨房、厕所、圈舍
等合理分离；“全” 过程控制，紧紧
围绕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 针对
全省民风民俗及气候特点， 聚焦农
房设计、施工、验收等重点环节，强
化过程控制；“全” 方位培训，紧紧
围绕“应训尽训、应知尽知、应会尽
会” 的要求，组织开展有关培训。
2020 年以来，全省因灾新增实
施危房改造 2959 户 （含建档立卡

户 1261 户），已于去年 11 月底前全
部改造完成， 因灾受损群众住房安
全得到全面保障。 下一步，省住建厅
将按照国家住建部及省委、 省政府
的工作部署，结合我省实际，逐步建
立农村危房安全动态管理机制，提
升农房建设质量，保持乡土风貌，推
动文化传承， 着力打造生态宜居美
丽乡村，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2020 年接待健身爱好者 34 万余人次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贵阳奥体
中心了解到，2020 年， 该中心举办
全民健身活动共计 76 场，全年共接
待健身爱好者人数达 34 万余人次，
较前一年增长了 30%。
据介绍，自 2014 年起，贵阳奥
体中心严格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
局关于做好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
收费开放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等
文件精神， 分时段向广大市民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

2020 年，贵阳奥体中心新建了
室内羽毛球场、 乒乓球室等体育设
施，对室外篮球场、足球场进行了提
升改造， 为群众提供更多的健身场
地设施选择， 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市
民的健身热情。
（杜立）
贵阳奥体中心免费、低收费时段：
每年 8 月 8 日为全民健身日全
天免费开放
主、附体育场跑道早上 7:00 至

9:00 为免费开放，9:00 至 15:00 为低
收费，5 元 / 人；
室外篮球场早上 7:00 至 9:00
为免费开放，9:00 至 15:00、21:00 至
22:30 为低收费，10 元 / 人；
室外足球场早上 7:00 至 9:00
为免费开放，9:00 至 15:00、21:30 至
23:00 为低收费，五人制（包场）100
元 / 小时，八人制（包场）200 元 /
小时；
室内乒乓球场早上 7:00 至 9:

00 为免费开放，9:00 至 15:00、21:00
至 23:00 为低收费，10 元 / 人（需在
奥体中心公众号上预约）；
室内羽毛球场早上 7:00 至 9:00
为免费开放，9:00 至 15:00 为低收费，
10 元 / 人 （需在贵阳奥体中心公众
号上预约， 散客制）、15:00 至 18:00
为低收费，25 元 / 小时（需在贵阳奥
体中心公众号上预约，订场制）21:00
至 23:00 为低收费，50/ 小时 （订场
制）。 联系电话：0851-84838945。

车行千万里，拒酒零距离

生活小贴士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每逢
节日，亲朋好友推杯换盏，有时一
个疏忽， 就容易 “酒驾”“醉驾”
等。 那普通民众是否了解“酒驾”
和“
醉驾” 的区别以及需要承担的
不同的法律后果？
关于如何判断是“
酒驾” 还是
“醉驾”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
量阈值与检验》规定，车辆驾驶人员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20mg/100mL，小于 80mg/100mL 的
驾驶行为为饮酒驾车，即“酒驾” ；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
于或者等于 80mg/100mL 的驾驶行
为为醉酒驾车，即“
醉驾” 。
而“酒驾” 与“醉驾” 会承担
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酒后驾驶， 暂扣 6 个月驾驶
证，并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
罚款。 此前曾因酒驾被处罚，再次
酒后驾驶的，处 10 日以下拘留，并
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吊销驾驶证；一旦驾驶人发生了醉
驾行为，等待他们的将是吊销驾驶
证的处罚。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一条，醉酒驾驶机动车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
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 而酒后或醉酒驾
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吊销驾驶
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同时，醉酒驾驶的法律后果还
包括个人发展的多个方面，影响生

活征信等， 如出国签证无法办理；
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和参加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用人单位可以解除
用工合同，无需支付补偿金。 目前
我国酒驾对个人征信没有直接影
响。 但在司法实践中，从 2019 年 3
月起，广东交警将开展治理酒驾醉
驾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对查处
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将推送至
“
信用中国” 网进行联合惩戒。 也
就是说，酒驾违法纳入个人信用记
录。 全国各地也正在试行通过信用
机制，预防减少因醉驾酒驾引发的
交通事故的新的手段和方法。 此
外， 如果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保险公司将不予赔偿。
近年来，贵州省加强了对于醉
酒驾驶的处罚执行力度，但醉酒驾

驶的现象仍屡禁不止。 由于宣传力
度及个人综合素质等方面的原因,
致使部分交通参与者对酒后驾驶
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守法意识不
强。 存在侥幸心理、从众心理和冒
险心理。 目前我国所实施的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中对酒后驾驶和
醉酒驾驶的处罚力度相对较轻。
越来越多的 交 通 事 故 表 明 ，
醉酒驾驶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已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 它不但给当事
者本人造成直接危害， 更给社会
和家庭带来严重的影响。 醉酒驾
驶酿成交通事故后， 不仅会给当
事人双方直接造成伤害， 同时会
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 还会给社
会的安全带来一定的隐患。
■龙在田

以下情况不能转学
1.高中学生入学第一学期和毕业年级最
后一学期；
2.学生在休学期间；
3.学生从一般普通高中学校转入民办省
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后再申请转到其他公
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
4.一般普通高中学校的学生转入省级示
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民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
中学校除外）。

以实业脱贫
付真心助民
—记贵阳市第二届最美退
——
役军人安正祥
1 月 12 日上午， 全市气温回升，
而花溪区高坡乡仍能看见沿路房屋的
屋檐上铺着薄薄白雪。 距离高坡乡 12
公里以外的批林村， 一个占地约 100
平方米的白色大棚内， 一名身着荧绿
色马甲的驻村干部正在和棚主王应湘
沟通肉兔养殖的前期准备工作。 他就
是 2020 年贵阳市第二届最美退役军
人，批林村第一书记——
—安正祥。
1981 年 10 月，安正祥应征入伍，
任昆明军区 35111 部队 62 分队战士；
1984 年 4 月，改编至武警贵州省总队
直属大队，1999 年 8 月退役。 至此，安
正祥 18 年的军人生涯划上句号，而一
卷关于退役军人驻村助民脱贫的精彩
故事才刚刚掀开新篇章。
2018 年 3 月，安正祥经组织选派
到花溪去高坡乡大洪村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 一进村，他就立即展开工作，帮
助低保户解决危房问题、 帮助困难学
生完成学业……
在工作中，安正祥经过走访发现，
每逢雨季， 村民都会结伴上山采摘野
菌。“
高坡海拔高，气温低，湿气大，特
别适合菌菇的生长。 ” 于是安正祥开
始申请项目启动资金。 “但有些人怕
亏， 在这之前没有人试过怎么种大球
盖菇， 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自己的土地
拿来种大米、土豆比较可靠。 ”
考虑到村民的担忧，6 月下旬，安
正祥主动带队， 带领村支两委干部、党
员以及村民组长代表一起前往惠水县
好花红镇六马村实地参观学习。 学经
验、看成果，使得村民心中的大石落了
地，大家积极响应，学技术、种菌菇……
2019 年春， 已经收获过两轮的大球盖
菇，给种植户带来了亩产 3000 斤收成。
同时安正祥还大力发展香葱种植
业，向相关部门申请资金，试验 45 亩
香葱种植，4 个月后，收成收益达 9 万
元， 批林村 3 家低保户也因此有了稳
定的收入来源。
大球盖菇、 香葱种植脱贫的经验
给了安正祥信心。此后，他又积极推动
肉兔养殖业、 在稻花田里养稻花鱼等
项目。同时，开设露营、小型烧烤场、蔬
菜采摘等项目， 建设体验式农家乐旅
游胜地的构想， 在与村支两委的反复
商讨中初显雏形。
■罗凤琴

中阳保代签约富德生命人寿：

公 告

让保险惠及每个有需要的家庭

云岩区 2021 年度《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报名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5 日，
逾期不再接受申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零售点申请需具备以下条件：
1、不在集贸市场、展览（销）会、商场、居住小区及车站等公众聚集场所内设置烟花爆竹零
售点；
2、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 10 平方米，并具有房屋相关证件。 其周边 50 米范围内没有其他
烟花爆竹零售点，并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
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 100 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3、零售点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并应当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
4、零售点申请人必须与经营执照法人为同一人。
受理地点：云岩区政务服务大厅应急局窗口
地
址：中天未来方舟 F4 组团 6 栋 2 楼

云岩区应急管理局
二 0 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近日， 贵州省中小企业服务集团重要板
块——
—贵州中阳保险代理公司 （中阳保代）
再迎战略合作伙伴， 与富德生命人寿完成签
约。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全国性的专业寿险公司， 成立于 2002 年，总
部位于深圳。 股东由深圳市富德金融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等资金雄厚的企业构成。 公司现
注册资本 117.52 亿元，总资产超 4700 亿元，
是国内资本实力较强的寿险公司之一。
中阳保代于 2006 年成立， 是贵州省内少
数几家符合中国银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取
得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的保代机构之一。
作为贵州本土的保代机构， 在 14 年的服务过
程中，中阳保代积累了丰富的区域服务经验。

签约现场
此次签约后， 双方将就生命人寿领域进
行深度合作，应用各自领域的专业、团队和品
牌等优势资源， 为区域内用户提供优质的保
险服务，让保险惠及每个有需要的家庭，助力
家庭幸福。 （广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