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贵阳市贵安新区召

开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重点工

作推进会，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

入分析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和重大隐

患，梳理法规标准、政策措施，建立健

全、补充完善具体制度措施，逐项推动

落实， 全面推进应急管理网格化系统

应用，督促各市场主体建立完善“三

张清单” 。

会议提出， 要抓好集中攻坚重点

任务和重点地区的突出问题集中整

治。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对安全

管理工作中存在容易导致事故发生的

突出问题， 制定贯穿全年的专项整治

方案，按照“一问题一方案” 的要求，

进行集中专项治理， 年内实现整治目

标，提升行业领域安全水平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虹飞）

贵阳贵安召开：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重点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6 月 10 日，6 家企业在

贵州股交成功挂牌， 贵州股交将持

续为挂牌企业提供融资、登记托管、

信用增进等优质综合服务。

当天， 贵州墨上云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贵州惠沣众一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贵州易荣德尚网络科技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淘屏物联网

有限公司、 贵州泰坦电气系统有限

公司、 贵州国科锌硒科技有限公司

分别进行挂牌企业路演活动， 通过

贵州股交搭建的展示平台， 让企业

获得更多社会关注，发现企业价值，

提供综合性投融资对接服务。

贵州股交作为区域性证券交易

场所，希望通过搭建平台，畅通企业

与专业力量的沟通渠道， 在企业和

资本市场之间推动交流， 做精准配

对。 让资本找到好企业，让企业找到

适合自己发展方向的合作伙伴，促

进形成一批务实、 有发展潜力的好

企业。

贵州股交成立七年来， 积极探

索、 完善贵州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

设，践行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提高直

接融资比例， 通过服务模式创新实

现了对传统金融的差异化补充。 省

内企业可直接在贵州股交发行股票

并挂牌交易，实现登陆资本市场，同

时享受企业培育孵化、 私募股权对

接等服务以达到规范企业管理，拓

宽融资渠道的目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杜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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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1 年端午节假日

从 6 月 12 日至 14 日， 共 3 天假

期。 6 月 10 日，记者从贵阳市公

安交通管理局获悉， 根据往年贵

阳市的交通变化情况， 预计今年

端午节首末两日全市上路车辆数

较多， 端午节全市上路车辆数普

遍低于工作日， 城区交通出行集

中在每日午后至晚间时段；外出、

近郊等通过高速路出行的车辆集

中在假期前两日的午间以及最后

一日的傍晚。

在进出贵阳的高速路交通方

面， 预计出行高峰在 12 日中午、

14日傍晚，13日的出行交通流在

时段上的变化相对平缓。 值得注

意的是， 受晚高峰和假期集中出

城的叠加影响，6 月 11 日端午小

长假前一天， 预计从 16 时开始，

贵阳周边各高速、 快速路交通压

力逐步增加，18 时至 22 时为拥

堵高峰时段。

端午节首日， 是市民自驾出

行、集中出城的高峰，高速路出行

最高峰时段预计在 10 时至 15 时

之间；端午节最后一日，是集中返

程高峰， 返程最高峰时段预计在

14 时至 19 时。 6 月 15 日恢复正

常交通状态。

在高速路易拥堵的缓行路段

方面，预计 6月 12 日的集中出城

时段， 贵阳环城高速从绕城高速

入口至沪昆高速段、 从沪昆高速

到兰海高速、贵黔高速由东向西、

沪昆高速由西向东等路段， 都可

能出现缓行、慢行情况，建议途经

车辆关注路况，预留出行时间。 6

月 14日为回城高峰，预计贵黄高

速由东向西、 贵遵高速从兰海高

速至 321国道处等路段将可能出

现交通缓行情况。

端午节期间， 市区交通压力

相对工作日较为平稳， 其中两城

区首末两日的交通拥堵情况变化

基本一致， 预计从 10 时至 11 时

拥堵指数增加较大，预计在 17 时

至 18时拥堵情况达到峰值，至下

午 18时至 19 时后， 拥堵指数逐

渐回落。

城区主次干道中， 预计中山

路、市南路、瑞金中路、宝山路以

及北京路等路段易发生交通缓

行。 其中受延安路高架桥施工影

响， 枣山路由北新区路至浣纱路

预计拥堵缓行程度较高， 节假日

高峰拥堵指数在 1.8 以上， 行程

车速不足 20km/h，出行高峰期处

于中度、严重拥堵状态。

端午节期间，青岩古镇、多彩

贵州城、花溪公园等近郊景区，以

及大十字商圈、万达广场、花果园

购物中心等商圈是自驾热门目的

地。 预计前往青岩古镇的自驾车

辆最多， 高峰拥堵指数预计接近

2，行程车速不足 20km/h，花溪公

园拥堵指数预计达 1.9，行程车速

为低于 25km/h。

贵阳交警提醒， 端午假期市

民外出应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尽

量避免在高峰时段出行。 对于自

驾出行的车主应提前检查车辆状

况，以便于在假期平安出行、安全

回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佳艺）

贵阳交警发布端午假期出行提示

近郊景区及商圈是热门目的地，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

本报讯 6 月 11 日， 记者从中国

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成

铁” ）获悉，《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 2021 年端午小长假运输方

案》公布。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间，成

铁预计日均提供约 105 万个席位，累

计发送旅客 550万人次， 日均 110 万

人次。

2021 年端午小长假为 6 月 12 日

至 14 日，共 3 天；铁路运输期限为 6

月 11日至 6月 15日，共计 5天。

端午期间，恰逢全国高考刚刚结

束，贵州、重庆、四川三地铁路客流将

呈现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多流

高度叠加的状态。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成铁科学

安排运力，优化调整运能，共计开行

旅客列车 668 对，其中，动车组 552.5

对，普速旅客列车 115.5 对，日均提供

约 105万个席位。

同时，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客流

变化，加强客流预测分析，动态追踪

车票预售情况， 精准实施“一日一

图” ，适需增开列车，增加运力投放，

确保旅客出行需要。 铁路部门温馨提

示，有关列车调整时刻、车次等详情

请以公告为准， 并及时了解最新情

况，确保安全顺利出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文 /图）

预计开行旅客列车 668对

成铁端午假期运输方案公布———

本报讯 日前， 记者从贵阳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获悉，为贯彻

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及“减量控大”工作安排部署，

切实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防范重特大交通事故，维护全市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市

公安交通管理局对 2021 年以来

交通违法未处理记录位于前十

的车辆、驾驶人和斑马信用零分

的驾驶人进行曝光。

据悉，今年以来，在交通违

法未处理记录处于前十的车辆

中，大型汽车占比 25%，小型汽

车占比 75%；交通违法未处理记

录处于前十的驾驶人中，机动车

驾驶人占比 75%，非机动车驾驶

人等占比 25%。 此外，在今年以

来斑马信用零分的驾驶人统计

中，因为违法行为扣分较多导致

交通信用分清零，相关主要违法

行为包括不按规定停放车辆、驾

驶电动车未戴安全头盔、违反交

通信号指示等。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陈佳艺）

“修好共产党人心学———丰碑与实践” 主题采访团走进西柏坡

重温革命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

日前，“修好共产党人心学———

丰碑与实践” 主题采访团来到西柏

坡，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948 年 5 月至 1949 年 3 月，中

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

到西柏坡。西柏坡成为“解放全中国

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

在西柏坡，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

七届二中全会，组织指挥了辽沈、淮

海、平津三大战役。这里也成为共产

党人“进京赶考” 的出发地，激励人

们牢记历史、 发扬革命精神的红色

圣地。

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闫文艳是

西柏坡村人， 从小听着西柏坡的革

命故事长大。

她的父亲闫青海是西柏坡的老

党员， 只要有时间就会热心地向人

们讲述西柏坡的历史。

闫青海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的董必武有着一段特别的缘分。

1947年，董必武从延安来到西柏坡，

借住在闫青海家。

1948 年秋天，3 岁的闫青海得

了重病，由于家里穷看不起病，母亲

把他放到村口的一个碾盘上， 本想

就此放弃。恰巧，董必武夫妇路过认

出了闫青海， 并把他送到了医院进

行救治。因此，董必武夫妇成为了闫

青海的救命恩人。

此后， 闫青海常常会向人们讲

述当年的故事， 守护西柏坡珍贵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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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交警曝光交通违法

未处理情况

排名前十车辆

多数是小汽车

6家企业正式在贵州股交挂牌

西柏坡

图为活动现场

■新闻速递

本报讯 6 月 9 日，针对贵阳市贵

安新区的非煤矿山和工贸企业， 贵阳

市应急管理局开展安全生产“全覆盖

大宣讲” 活动。 此次宣讲活动旨在全

面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确保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贵阳贵安 60

余家重点工贸、 非煤矿山企业共 140

余人参加培训。

宣讲会提出， 开展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全覆盖大宣讲” 活动，最终

目的是要实现“三个转变” ，即安全生

产由企业被动接受监管向主动加强管

理转变、 安全风险管控由政府推动为

主向企业自主开展转变、 隐患排查治

理由部门行政执法为主向企业日常自

查自纠转变。

宣讲会明确， 要全面督促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要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 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认真抓好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完

善双重预防体系、 强化应急管理五项

工作， 提高企业员工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的能力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虹飞）

贵阳贵安:

开展安全生产

“全覆盖大宣讲”

贵阳北动车所 ，不同型号动车整齐列阵，为运行做准备。

本报讯 6 月 10 日， 记者从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贵州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将于

6 月 16 日在贵阳拉开帷幕，6 月 27 日

闭幕。

本届会演以“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为主题，全省 9 个

市州代表团参演，共选送剧目 9 台，演

出场次 10 场， 其中涵盖了歌舞剧、音

舞剧、音乐剧、史诗剧、少数民族戏曲

等类别。另外，会演将改变以往在贵阳

集中演出的方式， 首次采用分散演出

的方式进行， 其中代表我省参加全国

会演的剧目《云上梯田》《侗寨琴声》

将作为开闭幕式的演出节目在贵阳演

出，其余 8台剧目分别在各市州演出。

在内容上，本次演出将从讴歌党、

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4 个方

面， 展示党的百年辉煌历程、 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和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唱

响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时代主旋律。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

贵州省第七届

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6月16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