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锦花溪小区 千余居民告别“用水难”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北站获

悉，4 月 10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

实施今年第二季度列车运行图，当

天开始， 贵阳至成都将新增 1 对

“C” 字头城际高速动车组列车，

方便旅客出行。

这对列车经由成贵高铁运行，

运行里程 650 公里。 具体开行车

次、运行时刻、经停车站和票价公

布。 贵阳北至成都东开行 C5998

次列车，贵阳北站 8:25 开车，经停

黔西、宜宾西、乐山、双流机场等 4

站， 当日 12:12 抵达成都东站，历

时 3小时 47 分钟。 具体票价为全

程一等座 430 元， 二等座和无座

269元。 届时每天由贵阳北开往成

都东的动车组列车总数达到 23

对，覆盖早上、中午、下午和傍晚各

时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4月 10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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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贵州省红十字会救护培训指导

中心更名为贵州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服务中

心。 地址：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龙水路 110 号,

电话：0851-82272268,社会信用代码不变。

原贵州省红十字会救护培训指导中心发放

的 “红 十 字 救 护 员 证 ” 、“心 肺 复 苏

（CPR+AED）培训证书” 等证书和以“贵州省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服务中心” 发放的相关培训

证书均长期有效。

欢迎参加： 红十字救护员、 心肺复苏

（CPR+AED）培训。

特此公告。

贵州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服务中心

2021年 4月 8日

公 告

一、项目概况

一鸣·宽城项目位于经开区小孟街道办事

处，属于 2020 年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现已取

得 《贵州省企业投资备案证明》， 总用地面积

6.5400 公顷，总投资约 10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住宅、商业、幼儿园及其他配套设施。 将为该区

域提供教育、医疗、商业、文化教育及居住配套服

务，提升公共设施配套服务水平，促进产业发展，

进一步增强片区后续产业发展动力。

二、使用林地占一补一措施

一鸣·宽城拟使用小孟街道办事处周家寨村

集体林地面积 3.8558 公顷， 林木蓄积 17.8 立方

米；经开区管委会已与开阳县政府签订异地有偿

补充林地合作协议，在开阳县建立了经开区异地

补充林地储备库，该项目将按照补充林地不少于

使用林地面积的原则， 在开阳县异地补充 3.8558

公顷的林地，以确保贵阳市林地面积不因项目建

设而减少。

三、征求事项

对一鸣·宽城项目使用林地的意见或建议。

四、具体形式

（一）信函地址：经开区生态环境局 邮编：

550009

��������（二）传真（电话）：0851-83832659

��������（三）电子邮箱：1570661283@qq.com

��������五、公示时间

2021年 4月 8日 -4月 14日

广大市民朋友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在公示期

间向经开区生态环境局反馈。

特此公示

关于一鸣·宽城使用林地征求公众意见的公示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

2021年 4月 8日

4 月 7 日下午， 在乌当区新创路上

的一家手机店里，21 岁的陈明樱子正在

热情地为顾客介绍新手机。 看似普通的

她，却是见义勇为的道德模范。

2000年 5月出生的陈明樱子， 是开

阳县禾丰乡王车村人,2019 年从贵阳职

业技术学院毕业。 提起下河救人的事迹

时，她表示，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救人。

2019 年 7 月 27 日天气晴好，下午 3

点左右，不少村民、游客在开阳县禾丰乡

王车村王车大桥下的河岸边游玩。

当时陈明樱子也在河边玩水。 突然

间，一辆小轿车翻车后坠入河中。她看到

后第一个就跑过去救人， 随后村民许仕

海、 陈南昌、 龙海星等人也纷纷下河救

人，还有热心群众急忙拨打了 110报警。

当时， 车辆坠河处的水深大约有三

四米，车身正不断下沉，即将淹没车顶。

车上有两名女子和三个孩子， 其中一个

是一岁多的幼儿， 如果不及时施救后果

将不堪设想。

陈明樱子到达时， 驾驶员已经自行

逃出车外，但轿车却翻了个底朝天。陈明

樱子和几名救援者进行了数十次潜水，

最终将轿车翻正， 及时救出了车内被困

的一名女子和两个大点的孩子， 因为抢

救及时，三人均无大碍。

危急时刻， 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幼儿

却怎么也找不到。 陈明樱子又多次潜水

进车寻找， 最终在后排座椅下方找到了

幼儿并将其抱出水面。

随后， 其他参与救援的群众赶来帮

忙， 又由警察驾驶警车将幼儿送往医院

抢救。不幸的是，那名幼儿在送医抢救途

中离世了。

谈起下水救人，陈明樱子说：“救人

是本能反应，换作谁都会这样做的。如果

是现在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依旧还会挺

身而出。 ”

因为临危不惧、救人于危难，陈明樱

子与一起救人的 8 人荣获开阳县 2019

年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2020 年，陈明樱子荣获第五届贵阳

市道德模范（见义勇为类）称号。2020年

12月， 陈明樱子荣获第七届贵州省道德

模范提名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本报讯 4 月 7 日上午，由云岩区民

政局等主办的“海天园首届节地生态集

中礼葬公益活动” 举行，在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7 名逝者集中落

葬公益草坪葬区———憩园。

“礼葬仪式庄严肃穆、充满温情。 把

父母安葬在这里，我感到很安心。 ”逝者

家属崔先生说，生态节地葬绿色环保、节

约土地，全社会都应大力支持。

近年来，随着殡葬改革的推进，海天

园园内已有塔葬、壁葬、草坪葬、花坛葬

等多种节地环保的惠民生态葬方式。 建

园至今， 通过节地生态方式安葬的逝者

已有 700多位。

据介绍， 在贵阳市民政局和市殡葬

管理所指导下，云岩区去年建设了 1050

个单价 1.5 万元内的节地生态型平价

墓，今年还要建设 600个，旨在积极倡导

和推行节地生态安葬。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本报讯 在贵阳市融媒问政

平台的多次协调和推动下， 经有

关部门积极处置， 花溪锦花溪小

区的供水管网已全部铺设完成。 4

月 5 日，记者赶赴现场看到，整个

小区实现全天正常供水，1400 多

户居民告别了长达三年多的用水

困境。

花溪锦花溪小区是一个安置

房小区。 2020年 2月，多位业主向

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反映， 该小

区自 2017 年年底交房以来，居民

用水一直“分时段限供” 。 记者调

查发现， 该小区共有 15 栋楼，已

入住 1400 多户居民，由于该片区

和小区的供水工程未建成， 接入

小区的临时供水管进水量无法满

足需求， 只能每天分 4 个时段限

时供水。 大大小小的蓄水桶，也就

成了每家每户的日常必需品。

随着甲秀南路思雅片区供水

安装工程逐步推进， 花溪区政府

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12 月 30

日两次召开专题会议， 明确由花

溪区住建局和花溪区水务局共同

推进锦花溪小区内部供水项目建

设。 花溪水务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 月 28 日正式进场施工， 铺设管

网并安装二次加压设备、水表。

“按照设计要求，我们从甲秀

南路供水主管预留口处， 搭接了

一根管径 300 毫米的水管进入锦

花溪小区。 2021 年 3 月 24 日，该

小区内部管网铺设和二次加压设

备安装完工，整个小区 15 栋楼已

实现全天正常供水， 进水量满足

小区用水需求。”花溪区水务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韦光庆告诉记者。

4 月 5 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

了锦花溪小区， 随机走访了高、

中、低层的 7 户业主家中，打开各

家厨房、卫生间的水龙头，就有自

来水流出。

“终于不用为没水洗衣、做饭

发愁了。 ”锦花溪小区业主邹玲笑

着说，现在用水是随用随有，没有

出现“分时段限供” 的情况。

据介绍， 目前该小区正在逐

户安装水表，待水表安装完成后，

将由物业公司进行用户信息登记

并报花溪水务有限公司备案。 花

溪水务有限公司将负责市政供水

端到入户水表间的管网及水表管

护， 小区物业负责二次加压设备

和集水箱的管护， 共同确保小区

居民用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庆）

【市民问题】我在贵阳买了

一台新皮卡车家用， 在贵阳上牌

要贴反光条和喷字吗？

【部门回复】 市公安交通管

理局： 根据 《机动车查验工作规

程》（GA801-2019）4.1 规定（注

册）：1.对所有货车（多用途货车、

基于多用途货车改装的教练车除

外）、货车底盘改装的专项作业车

和挂车（旅居挂车除外），查验车

身反光标识；2.对货车（多用途货

车、货车类教练车除外）和专项作

业车（消防车除外），查验是否喷

涂了总质量、栏板高度、罐体容积

和允许装运货物的种类或名称。

综上， 市民所反映的车辆需要张

贴反光标识和喷字。

张俊驰 /整理

家用皮卡上牌要贴反光标识吗？

本报讯 连日的降水天气过去

后， 不少贵阳市民发现路面低洼

处， 有不同程度的黄色粘稠物，感

到非常怪异。 有市民认为这是“硫

磺雨” ，有人还担心这些物质是否

有毒。 对此，贵阳市气象台专家介

绍，这种现象其实是空气中的大量

花粉被雨水带到地面。

气象专家介绍，3 月下旬以

来，贵阳各地气温较高，加快春天

的花朵迅速开放， 同时又由于风

力较大，大量花粉被吹到空中。出

现明显降水后， 花粉就随雨水掉

到地上。地面雨水流到低洼处时，

就容易形成市民所见到的黄色粘

稠物。

据监测， 截至 7 日早晨 7 时。

全市 24小时累计雨量达大雨量级

的站点就有 6 站， 以开阳县高寨

36 毫米最大， 达到中雨的站点有

162 站，贵阳市区东山本站雨量为

16.8毫米。

据悉，雨水携带花粉降落到地

面的现象常出现在春季，属于正常

的自然现象。 这轮持续的降水过

程， 还将产生类似黄色粘稠物出

现，市民不必对此过于担心。 目前

而言，这种现象对人体无害，同时

表明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但是那些

对花粉过敏的人，尤其是哮喘病患

者应注意。

（石奎 张晨）

天降“硫磺雨”?�其实是花粉

气象专家详解贵阳雨后路面出现的黄色粘稠物———

图为 4月 7日早晨，市区地面低洼处的花粉看似“硫磺” 。

轿车落水被困

她挺身而出救人

———记第七届贵州省道德模范

提名奖获得者陈明樱子

云岩区海天园———

节地生态礼葬

公益活动举行

4月 5日，记者看到小区已实现正常供水。 供水网管接入小区内部。

■市民关注

贵阳往返成都

新增 1 对动车

三年来备受“分时段限供自来水”困扰，当地多部门联手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