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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经过建设者的连续

奋战，截至目前，贵阳市域快铁西

南环线花溪南站已进入最后收尾

阶段，全站整体形象已初露“芳

容” 。

站在花溪南站站前广场上，

视野开阔，广场及相关配套建筑

已完工。 走进候车大厅，宽敞明

亮，座椅用蓝色的布料覆盖，以遮

挡施工中的灰尘，几台检票闸机

整齐地立于进站口。

“在贵阳市域快铁西南环线

13 个新建车站中，花溪南站规模

仅次于金阳南站，位列第二。 ” 中

铁建工集团贵阳枢纽西南环线项

目部负责人介绍，花溪南站为线

侧平式站房，钢筋混凝土结构，总

建筑面积 3000平方米。站场规模

为 2 站台面 4 线 （4 条轨道），2

座站台均长 450米、 宽 12米，站

台面距离轨道高度为 1.25米。站

台雨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总面

积 10800平方米。

花溪南站候车大厅面积为

730 平方米， 售票厅面积 100 平

方米；客流高峰时每小时上下客

人数最高可达 811人。

“花溪南站‘一站一景’ 设

计主题为： 浪漫花溪， 挑花织

锦。 ” 该负责人介绍，“高原明

珠” 花溪区少数民族众多，其中

苗族、布依族约占 77%左右。悠久

的历史、厚重的积淀，孕育出璀璨

多姿的民族文化，民族风情浓郁

而独特。

花溪南站站房吊顶采用少数

民族特有的图案，在单一的白色

条板间穿插淡金色的穿孔铝板，

寓意少数民族服饰中的系带，将

民族元素与现代建筑巧妙融合。

墙面采用同色调山水浮雕，浓缩

了花溪瑰秀绮丽、布局天然的自

然美景。

目前，工人们正在进行最后

的装饰装修收尾工作，预计花溪

南站 9月底将全部完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文 /图）

本报讯 近日， 贵阳市 8 月份各

区（市、县）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结果

公布，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排名第一，

修文县垫底。

考核结果显示， 今年 8 月份，各

区（市、县）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排名

从高到低依次为： 双龙航空港经济

区、开阳县、云岩区、乌当区、南明区、

花溪区、观山湖区、清镇市、息烽县、

白云区、经开区、修文县。

按照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

价，8 月份，各区（市、县）达标天数

比例在 96.7%~100%之间，各区（市、

县）首要污染物均为臭氧（O3），环

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 1.78~2.62

之间。

据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生态

建设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以来，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多

次在全市大气空气质量排名中取得

第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市域快铁花溪南站初露“芳容”

本报讯 9月 14日， 贵州省首

次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售 2

亿元贵州省政府债券，市民可在银

行柜台或通过手机银行购买。 购买

后，可以选择持有到期，也可随时

卖出，资金实时到账。

据贵州省财政厅披露的消息，

该债券简称为“21 贵州债 30” ，债

券代码为 “2105854” ， 票面利率

2.81%， 品种为 3 年期记账式固定

利率附息债。柜台分销日为 9月 14

日至 9月 16日， 起息日为 9 月 17

日，上市日为 9 月 23 日，每年 9 月

17 日（节假日顺延，下同）支付利

息，2024 年 9 月 17 日偿还本金并

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债券面值 100

元，投资者认购债券数量为 100 元

面值的整数倍。 本期柜台债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我省交通运输、科教文

卫、 农林水建设等重点项目建设，

偿债资金来源为贵州省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可以

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招

商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通过

营业网点柜面认购，也可以通过电

子银行渠道（包括网上银行和手机

银行）认购本期债券。

记者比较了一下，同期发售的

3 年期政府地方债中，2.81%的票

面收益率与广西持平， 略低于

2.86%的青海债，处于平均水平。对

比 3 年期定期存款，高于部分银行

2.75%的存款利率， 但由于部分城

商行的存款利率可达到 3%以上，

因此会低于部分城商行的存款利

率。 相比于前几天发售的 3年期储

蓄国债的 3.4%的年利率， 也会低

一些。 但由于“贵州债” 每年支付

一次利息， 可灵活使用这笔资金，

优于到期还本付息产品。

中行省分行金融市场部负责

人熊伟介绍，这批债券的优点主要

在于安全性比较高，贵州省政府债

券的信用评价为 AAA 级别， 风险

还是比较低的。 另外，政府债券的

相关信息都在官网上披露过，投资

者可以清楚地查询到资金去向等

信息。 熊伟表示，这批债券比较适

合中老年保守型投资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贵阳市域快铁

聚焦

系列报道（六）

本报讯 全民国防教育日为

每年 9 月的第三个星期六， 在第

21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来临之际，

为进一步加强全民国防教育，营

造热爱国防、 爱国拥军的浓厚社

会氛围， 市委军民融合办启动系

列国防教育宣传活动。

据介绍， 今年贵阳市全民国

防教育日系列宣传活动以 “迈向

强国新征程·军民共筑强军梦” 为

主题，在 9 月至 10 月将开展贵阳

地铁 2 号线“爱我国防” 主题专

列、国防教育主题宣传片播放、观

山湖区金融城主题灯光秀等活

动。 宣传活动中，还将在地铁上展

示贵阳小学生“爱我国防” 主题

绘画比赛获奖作品。 贵阳各区

（市、县）也将结合实际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宣传活

动。 通过全时段、全地点的国防教

育宣传， 让广大市民了解国防建

设、 学习国防知识、 培养国防意

识，增进军爱民、民拥军，营造军

政军民团结的良好氛围， 激发人

民群众爱国拥军热情。

系列活动期间， 贵阳市全民

国防教育融媒体中心将全方位参

与宣传报道。 该中心制作的国防

教育主题宣传短片将在市应急科

普宣教和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地

铁 1、2号线， 户外 LED 屏等滚动

播放， 用生动的形式开展国防教

育宣传。 自 9月初上线运行以来，

贵阳市全民国防教育融媒体中心

依托贵阳市融媒体中心所属的主

流媒体平台、渠道为载体，积极拓

展国防教育宣传阵地。 该中心以

传统媒体 + 新媒体、 线上 + 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在贵阳网、贵

阳头条 APP 开设 “贵阳国防教

育”频道，在《贵阳日报》《贵阳晚

报》、“两微一端” 等平台发布消

息，搭建起具有平台自主性、广泛

传播力、 多层影响力以及宣传整

合力的国防教育融媒体传播渠

道，积极拓展国防教育宣传阵地，

进一步增强国防教育传播力。

据悉， 今年贵阳市全民国防

教育日宣传活动通过全民国防教

育融媒体中心联动， 展示强军成

就，强化国防意识，使关心国防、

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

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

动，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

大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实习记者 王涛）

本报讯 近日，第十三期全省归国

留学人员国情研修班开班仪式， 在贵

州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

本次研修班为期两周，将在贵

州省社会主义学院 （贵州中华文

化学院） 及四渡赤水培训学院开

展培训。

据了解，研修班的开班，旨在增

强归国留学人员政治意识， 充分发

挥其智力优势和专业特长， 激励归

国留学人员用各自的工作实绩回报

家乡， 在服务贵州高质量发展中贡

献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实习记者 田野）

本报讯 据贵州省气象局监测显

示，从 15 日夜间到 17 日，我省降雨

范围将逐步扩大。

具体预报为：15 日白天， 省的西

南部、 南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局地有中到大雨， 个别乡镇暴雨，其

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15 日

夜间到 16 日白天， 省的西北部多云

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中到大

雨，部分乡镇暴雨，其余地区阴天间

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16 日夜间到

17日，全省各地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

雷雨，省的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

暴雨。

贵阳市具体预报为：15 日白天，

多云间阴天午后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主城区气温 19～29℃；15 日夜间到

16日白天， 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局地中到大雨， 主城区气温 20～

27℃；16 日夜间到 17 日白天，阴天间

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局地中到大雨，

主城区气温 21～26℃。

随着雨水的到来，最高温有所下

降，老人、小孩以及体质较弱者，早晚

需注意增加衣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花溪南站外观

花溪南站站台一角

2亿元贵州省政府债券开始发售

贵阳市启动第 21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系列宣传活动

民族元素与现代建筑巧妙融合

票面利率 2.81%，品种为 3年期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

“迈向强国新征程·军民共筑强军梦”

■新闻速递

未来几日

降雨范围逐步扩大

贵阳 8月空气质量

双龙排第一

全省归国留学人员

国情研修班开班

宣传展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