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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发布通告
规范殡仪车辆管理
严禁使用社会车辆违规运送遗体
本报讯 11 月 23 日， 贵阳市
民政局发布 《贵阳市关于严禁使
用社 会 车 辆 违 规 运 送 遗 体 的 通
告》，强化对贵阳市殡仪车辆的管
理，进一步规范遗体接运服务，保
障人民群众合法殡葬权益。
通告主要内容包括：
遗体接运由火葬场、殡仪馆、
殡仪服务站提供， 严禁非法提供
殡仪车辆租赁服务， 严禁使用改
装、报废车辆接送遗体，严禁任何
单位和个人从事遗体接运服务。
遗体运输车辆必须是符合国
家技术标准的专业车辆， 由专业

人员按照规定程序操作。
贵阳市全域为火化区， 外地
户籍人员在本市亡故， 原则上就
地、就近尽快处理。 如有特殊情况
确需运往其他地方的， 死者家属
要向县以上殡葬管理部门提出申
请，经同意并出具证明后，由殡仪
馆专用车辆运送。
贵阳市建立遗体接运车辆信
息公开机制， 对殡仪服务中心
（馆） 所属车辆品牌和号牌向社
会公示，并动态更新，接受社会监
督。
贵阳市民政部门将与相关部

世界杯，莫贪杯！

南明交警
将严查酒驾醉驾

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严厉查处
非法营运、 打击非法遗体接运以
及不符合卫生防疫要求的车辆。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视情节轻
重处以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处
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
民政部门提示， 为保护群众
自身权益免受不法侵害， 请广大
市民群众提高安全意识， 选择合
法殡仪车辆办理丧葬事宜， 同时
积极主动举报违规违法接运遗体
行为。 举报电话:0851-86767714。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南明交警进入涉酒场所开展宣传

遗体接运殡仪服务机构联系电话
贵阳市殡仪服务中心 （景
云山）：86287444
云岩区殡仪服务站 （大营
坡）：86750644
花溪区清云山殡仪馆：
83860144
修文县祺云山殡仪馆：

南明区:

82362444
开阳县祥云山殡仪馆：
87223444
息烽县庆云山殡仪馆：
87721444
南明区殡仪服务中心：
85162134

清镇市青山园殡仪馆：
82524444
涉及回族群众安葬的，请咨
询贵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联系电话：0851—87988438。

垃圾分类 党员示范作表率

本报讯 连日来，南明区直机
关各党组织自发组织党员干部开
展“垃圾分类我先行” 主题党日
活动， 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加强垃圾分类宣传力度，提
高群众垃圾分类参与率， 营造人
人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活动中， 党员干部通过专题
学习、 线上答题等形式深入学习

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并主动担任
起垃圾分类的“先锋员、宣传员、
督导员” ，以设立党员服务岗、入
户宣传、面对面宣讲、发放宣传制
品等方式， 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
的重要意义及相关
知识。 截至目前，南
明 区 已 有 40 余 个
区直机关党组织开

—记贵阳市文明家庭赵名琴家庭
——
的志愿者， 在家 门 口 做 志 愿 服
务。 ” 赵名琴说。
自此， 赵名琴夫妇开始在小
区里穿着防护服， 每天跑上跑下
地给邻居们送物资、 送抗原检测
试剂。 那段日子，在赵名琴家的小
区里，时常看见一位“大白” 背着
装满大米、蔬菜等的双肩包，步伐
不稳地挨家挨户为 居 民 运 送 物
资，他就是赵名琴的丈夫罗凤木。
2014 年，罗凤木左脑出血，治
愈出院后， 右边身体动作僵硬，必
须在生活中坚持锻炼逐步康复。 今
年 9 月， 罗凤木行走时依旧不灵
活，但长时间锻炼的他，在志愿服
务期间体力远超一般人。 “
那段时
间， 来找老罗帮忙的人多得很，大
家都发现老罗的体力好，所以他干
得也多。 能为居民做点事，我们感

醉驾等交通违法的重要意义，负
责人要积极利用自有 LED 屏幕
设备积极投放“拒绝酒驾” 宣传
标语，营造“拒绝酒驾、文明观
赛、安全出行” 的文明交通氛围。
最后，民警在涉酒场所醒目
位置张贴了“拒绝酒驾” 的宣传
海报，并与负责人签订道路交通
安全责任书。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3 日 7
时，南明交警共查处酒驾违法行
为 29 起，醉驾违法行为 10 起。
南明交警郑重提醒： 世界
杯，莫贪杯。 请不要用端起酒杯
的双手握住生命的方向盘！ 酒驾
天天查，千万别侥幸。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野）

展“垃圾分类我先行” 主题党日
活动， 共发放宣传制品 2600 余
份，覆盖干部群众万余人。
（陈洋昕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冉婷林）

“能为居民做点事，我们感到很高兴”
11 月 23 日，乌当区水田镇竹
林村支委员赵名琴照常在村里办
公， 她先去一户村民家帮忙解决
生活小纠纷， 再到街上查看分类
垃圾桶摆放情况等。
“
2004 年，我开始在竹林村村
委会上班。 2016 年，成为村支委委
员。这一晃眼就 18 年过去了，我和
村里群众团结互助，共同把竹林村
建设得更美好。 ” 赵名琴说。
今年 9 月初， 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 赵名琴在安排好村里疫
情防控的相关事宜后， 作为志愿
者被安排到乌当区环溪社区开展
服务。 “
9 月 3 号和 5 号，我和同
事一起为社区居民做核酸、 送蔬
菜等。9 月 6 号开始实行静默管理
后，我就听从组织的安排，居家不
外出， 和丈夫一起报名成为小区

本报讯 世界杯期间， 南明
交警将根据世界杯赛事播出时
间，科学安排、周密部署，强化对
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市民朋友们观看赛事后，千万别
酒后驾驶。
11 月 22 日晚， 南明交警联
合辖区相关职能部门在不二民
谣音乐餐吧、执迷音乐酒吧及花
果园片区内等各个涉酒场所开
展“
文明守法，拒绝酒驾，平安回
家” 为主题“
拒绝酒驾” 宣传。宣
传中，民警通过接地气的宣讲方
式引导广大群众牢固树立“开车
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的理念。
同时，南明交警要求涉酒场
所负责人要充分认识打击酒驾

到很高兴， 发挥了党员的带头作
用。 ” 赵名琴说。
疫情防控期间， 赵名琴的女
婿也在抗疫一线忙碌。 “
当时，我
女儿怀着孩子在家待产， 女婿作
为未来方舟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从 9 月 2 号开始一直在未来方舟
参与抗疫。 ” 赵名琴说。
被问及抗疫期间的感受，赵
孝老爱亲、团结互助，勇
名琴说：“
于担当、乐于奉献，这是我们家的
家风家训。 能为大家出一份力，我
们感到无比光荣。 ”
2019 年， 赵 名 琴 家 庭 获 评
“
第一届贵阳市文明家庭”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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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阳骑摩托车
这些路段不能走
【市民提问】
10 月 15 日上午， 我一人骑
摩托车经过都司路高架桥时，被
交警拦下罚款 50 元扣 1 分，希
望相关部门给予解释，并告知骑
车族一个明确的限行规定？
【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经核实， 该市民驾驶的车辆
为非贵 A·A 号牌普通二轮摩托
车， 且都司路高架桥为一环内道
路，安装有禁止摩托车行驶标志。
其因违反禁令标志指示，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 第九十条规定处以 50 元罚
款，同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记 1 分。
贵阳市普通二轮摩托车限
行规定如下：

1. 贵 A·A 号牌普通二轮摩
托车：每日 00：00 至 24：00，禁止
驶入中华北路、中华中路、中华
南路 （大十字至邮电大楼）、中
山东路、中山西路、延安中路、瑞
金中路、遵义路（服务大楼至邮
电大楼）。
2. 非贵 A·A 号牌普通二轮
摩托车：每日 00：00 至 24：00，禁
止驶入一环路以内（含一环路）
各条道路。
3. 每 日 0:00 至 24:00， 禁 止
摩托车、三轮汽车、电动三轮车
驶入人民大道。
贵阳交警提醒摩托车骑行
族：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或驶入禁
行道路，贵阳交警将根据实际情
况处以相应处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林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