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我们的寄

件价格不会调整，和平时寄

件价格一样。 ” 中国邮政的

快递小哥说。 记

者在手机上输

入始发地、目的

地，并将发件时

间选择在春节

期间时，从报价

看，运费和现在

并无二致。

“会上涨一点，但是不

多，去年春节寄件，每公斤上

调了 0.5元。 ” 德邦快递的接

线员告诉记者， 春节期间收

费标准会有所上涨， 但今年

的收费标准还未出台。

顺丰客服告诉记者，今

年仍将收取“春节服务费” ，

具体费用要根据当地网点和

包裹情况来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顾林晗 田一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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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告时间

2022 年 1 月 14 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18 日止

三、迁移安葬地点

贵阳市乌当区百宜烈士陵园

四、注意事项

请以上烈士墓亲属务必于公告期内， 到云岩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烈士墓管理迁移相关手续 （通

过我局查找， 近期已与我局签定相关协议的除外），

逾期未办理的将按照无亲属烈士墓统一进行迁葬至

乌当区百宜烈士陵园。

联系人：刘俊宇

联系电话：86752368、18111929952

�

云岩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2年 1月 14日

为充分发挥烈士纪念设施铭记历史、缅怀英烈、教育后人的红色阵地作用，进一步弘扬崇尚英烈、学习英

烈、保护英烈的良好社会氛围。 根据中央、省、市关于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相关文件要求，我局拟于 2022 年 1 月

下旬将位于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内的烈士墓及杜蓉烈士墓、解恒春烈士墓，共计 57 座零散烈士墓迁移至乌

当区百宜烈士陵园集中安葬，现公告如下：

一、拟迁移烈士墓名单

关于迁移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内

零散烈士墓及杜蓉烈士墓、解恒春烈士墓的公告

序号 烈士姓名 所在位置 序号 烈士姓名 所在位置

1 杜 蓉 茶园村茶园苗圃 18号

2 解恒春 黔灵公园内,白象山山脚小路边

3 赵克强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3号

4 吴本友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92号

5 刘开城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374号

6 主传珍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50号

7 萧元良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58号

8 杨向珊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61号

9 王启霖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73号

10 陈福林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75号

11 熊运光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158号

12 罗 安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166号

13 徐绍敏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246号

14 梁臧淦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247号

15 张凤鸣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248号

16 萧家银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250号

17 郝瑞民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375号

18 贾红卫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384号

19 刘晓山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1号

20 傅炳银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57号

21 杨绍臣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283号

22 李绍荣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299号

23 李志成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691号

24 周素园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95号

25 乐恭彦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28号

26 李光庭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30号

27 罗克明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33号

28 李 坤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43号

29 胡怀战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87号

30 杨秋凡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150号

31 姚天荣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296号

32 陈松树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350号

33 李应刚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387号

34 杨 琪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412号

35 张东祥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665号

36 陈殿轩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746号

37 刘培信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871号

38 张维友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974号

39 高昌谋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32号

40 刘应秋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60号

41 何占军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76号

42 赵代忠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103号

43 孟宪祥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164号

44 韩官学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194号

45 龙戴林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196号

46 崔金富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231号

47 刘开文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500号

48 张存正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523号

49 焦祥忱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532号

50 黄云龙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542号

51 王大方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660号

52 杜鹏辉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661号

53 潘桂明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1133号

54 胡克信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三区 598号

55 刘凤鸣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 105号

56 李二仔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一区 257号

57 江嘉陵 贵阳革命工作人员公墓二区入口处

春节期间

贵阳快递不打烊

部分快递价格有所上调

春节将至， 网购年货已成为大多数人的

习惯，不少市民已经开始上网置办年货，为过

年做准备。春节期间快递公司如何放假，年货

能准时送达吗？ 疫情之下， 如何保证快递安

全？记者走访多家快递公司为大家打听、了解

贵阳市春节期间快递物流安排。

★核心提示

多家快递公司宣布春节不打烊

1 月 13 日， 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 为满足春节期间

的寄递需求，我市中国邮政、

德邦、顺丰、京东物流等多家

快递企业均承诺 “春节不打

烊” 。 其中，德邦、顺丰、京东

物流等在 1 月 30 日至 2 月 4

日提供“春节无休服务” ，其

他日期提供常态快递服务。

全国除了受疫情影响的区域

及偏远区域， 其他区域均正

常提供揽派服务。

“我们会对春节假期做

好班务安排， 一方面确保邮

件‘进得来、 出得去、 投得

快’ ，对于一些无人接收的快

递， 我们会根据顾客的需求

安排到驿站或择日送达，待

投方式多样化。 另一方面，轮

班能让市外、 省外的员工有

时间回家休息过节。” 中国邮

政（沙冲路揽投部）工作人

员宋鑫说。

记者致电德邦快递 （云

岩区西南电脑城营业部）热

线，接线员表示，德邦快递将

提供“春节无休服务” ，对于

“涉疫区域” 的范畴，目前疫

情中、 高风险地区的快递都

无法正常投递， 当地降为低

风险地区后， 快递业务才能

恢复正常。

“我们春节一直都是正

常营业的， 只要有件我们都

会进行投递。” 京东物流的快

递员小唐说。 在云岩区太平

路送件的一名申通快递小哥

也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其所

在的网点正常运营。

做好疫情防控，加强快件消杀工作

春节期间， 对于快递行

业来说，疫情防控工作更不能

松懈。 宋鑫告诉记者，每个快

递包裹的配送过程都会经历

多次消杀，省外的快递在发货

地已进行过两次消杀，运到贵

阳分拨中心后，会经过一次全

面消杀， 到达各揽投部分拣、

配送时，也要进行消杀。 最终

送到顾客手上的快递已经过

多次消杀。

“在春节期间，容易发

生凝冻， 因此我们会做好安

全工作，确保‘人安全、车安

全、邮件安全’ 。 ” 宋鑫告诉

记者。

虽然包裹已经过多次消

杀， 但京东快递员小唐建议

市民，收取快递时，要戴好口

罩，最好避开取件高峰，避免

人群聚集。 回家前将快递的

外包装拆开， 尽量不将外包

装带回家， 全过程避免用手

触摸口、眼、鼻。

部分快递价格有所上调

咱们春

节 期 间

不打烊

本报讯 主题为 “美丽贵阳·山水林

城———生态文明主题讲堂” 大型科普宣传

活动 1 月 22 日将迎来第十一场，环保专家

将把讲堂与互动相结合， 向市民朋友普及

水源保护的相关知识。

该活动由贵阳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贵阳

市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贵阳生态科普馆承

办、贵州启程传媒有限公司协办。届时，长期

从事生态环境研究、环境科技咨询、建设项

目环境管理、污染物治理等工作的贵阳市生

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

张培，将以“珍惜水源，保护江河” 为主题，

为大家普及水源保护的相关知识。

参与活动的市民朋友可走进贵阳生态

科普馆， 在创新定制的生命之书、 生境探

秘、古树寻踪、公园巡游以及水足迹评估等

融合科普性、 教育性和趣味性的特色互动

展示中，了解生态贵阳的悠久历史、多彩生

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新闻速递

生态文明主题讲堂活动第十一场———

珍惜水源 保护江河

活动主题：保护江河

活动时间：1 月 22

日 10：00—12：00

� � � �活动地点：贵阳生态

科普馆

参加人员：15组贵阳

市中小学生家庭 +10 名

贵阳市民

报名方式：扫描右边

二维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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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记者从贵阳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获悉，2021年贵阳市全年归集住

房公积金 134.36亿元，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

925.90亿元； 全年提取住房公积金 98.79 亿

元，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 587.32亿元。

据统计，2021年贵阳全年发放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 13790 笔 65.49 亿元， 累计发放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548.80 亿元， 帮助

177969 户职工圆了住房梦； 逾期率为

0.13‰， 远低于控制线； 实现增值收益 4.16

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该中心负责人表示，为保证年度结算数

据准确，在中心党组的坚强领导下，会计核

算处和技术保障处全体干部职工加班加点，

齐心协力克服了资金数额大、 资金流水多、

时间紧等难题，确保了住房公积金资金和账

务准确无误，圆满完成了年度结算工作。 这

也为新一年全市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开

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贵阳公积金中心完成年度结算工作

工作人员分拣邮件

扫描二维码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