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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服” 改革让我市车驾管服务提速增效

本报讯 8 月 13 日， 记者

从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获

悉， 该支队分为白班和夜班轮

流值守巡查， 对筑城广场占道

经营行为进行整治， 确保广场

市容秩序良好。

据介绍，近段时间，不少

市民晚饭后到筑城广场健身、

娱乐，一些摊贩从中找到“商

机” ， 开始兜售风筝、 玩具等

商品。 对此，贵阳市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分为白班和夜班轮

流值守巡查，通过取缔临时摊

点、教育劝离等形式，持续加

强对筑城广场玩具摊、溜冰鞋

租赁摊等占道经营行为的整

治。

在近三个月的整治行动

中，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累计出动队员 800 余人次、执

法车辆 300 余台次，取缔溜冰

鞋租赁摊 3 起，教育劝离占道

经营兜售风筝、小玩具以及小

吃摊等 860 起，制止不文明行

为 300 余人次，制止广场舞噪

音扰民行为 40 余起， 解答游

客、市民咨询 400 余次。

下一步，贵阳市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将继续通过文明执

法等方式，加大筑城广场市容

管控力度，努力为市民、游客

营造优美、整洁、文明的广场

环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加强巡查力度

维护筑城广场秩序

本报讯 8 月 7 日晚， 云岩

交警查获一名酒驾司机， 因在实

习期内，驾驶人驾驶证被注销。

当天晚上， 市公安交通管理

局云岩区分局三中队民警周龙、

陈镇在三桥立交桥开展酒驾、毒

驾缉查，20 时 40 分左右， 一辆白

色面包车驶入三桥立交桥匝道口

后突然停车。 就在司机准备离开

车时，民警将其拦下。民警靠近驾

驶人时闻到了明显的酒味， 驾驶

人也承认喝了一杯啤酒。 民警对

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测试结

果为 21.4mg/100ml， 属于饮酒驾

驶。

驾驶人黄某告诉民警， 自己

是金沙县人， 当天是为了给自己

弟弟过生日才来贵阳。 想着生日

宴会结束后自己还要开车回家，

本打算坚决不喝酒， 可是挡不住

亲朋好友劝酒， 最终喝了一杯啤

酒， 没想到车还没开上高速就被

民警拦下。

据悉， 民警在核查黄某驾驶

证时， 发现黄某的驾驶证申领日

期为 2018 年 8 月 8 日，实习期至

2019 年 8 月 7 日结束， 距离实习

期结束仅剩 3 小时。 饮酒驾驶机

动车，将被暂扣驾驶证半年，罚款

1000 元， 驾驶证一次性记满 12

分； 而在实习期内驾驶证将记满

12 分，并被注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本报讯 8 月 13 日，贵州省

第一类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

偿基础保险项目启动会议举行。

今后， 贵州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补偿机制将由“财政补偿” 转为

“保险补偿” 。

凡在贵州接种过一类疫苗的

受种者如果发生异常反应， 经鉴

定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不能排

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的，均

可按照基础保险的保障水平获得

相应的保险补偿， 最高补偿年限

达 25 年， 最高赔偿额度达 62 万

元。

第一类疫苗是由政府免费

为儿童接种的疫苗， 包括卡介

苗、 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白

破二联疫苗、麻风疫苗、麻腮风

疫苗、乙肝疫苗、甲肝减毒活疫

苗、脊灰灭活和减毒活疫苗、A 群

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A 群 C 群

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乙脑减毒

活疫苗等。

通过商业保险 ， 贵州将为

全省 160 万预防接种儿童提供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三个年度的第一

类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

基础保险服务。 若接种儿童发

生疑似接种异常反应 ， 家属可

向接种单位反映， 上报卫生健

康部门。 相关部门将组成调查

诊断专家组 ， 并作出调查诊断

结论 ， 以 此 作 为 保 险 补 偿 依

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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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2 日，《贵州

省路网建设专项行动方案》发布。

《方案》提出，到 2022 年，我省基

本建成以高品质的快速交通网、

高效率的普通干线网和广覆盖的

基础服务网为主体的交通基础设

施网络体系。

为加快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

板， 加速构建贵州现代化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大

力实施基础设施“六网会战” 的决

策部署，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

委、省商务厅制定了《方案》。 《方

案》明确，2019—2022年，全省完成

交通投资 6100亿元，新开工一批高

速公路、铁路、普通国省道、机场和

轨道交通等重点项目， 新改建一批

助力民生服务和脱贫攻坚的农村公

路项目， 大力实施普通公路安防工

程和危桥改造项目， 稳步推进水运

和客货运枢纽等项目建设。

铁路方面，我省将推进贵阳与

成都、 南宁高速铁路直接联通，

实现贵阳与相邻省份省会城市高

速铁路互联互通。 新增毕节、六

盘水、黔西南等三个市（州）中心

城市通高铁， 实现贵阳与其他市

（州） 中心城市高速铁路互联互

通，实现全省九个市（州）中心城

市、 贵安新区 “市市通高铁” 目

标。 到 2022 年，全省铁路总里程

超过 4600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运

营里程突破 1900 公里。

高速公路方面， 深入开展新

时代高速公路建设五年决战，加

强与周边省份互联互通， 快速连

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

长株潭、北部湾、滇中等重要经济

区和城市群， 形成省际出口通道

26 个；形成贵阳市与其他市（州）

中心城市双通道 3 小时交通圈、

市（州）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

特区）2 小时交通圈 、 相邻市

（州） 中心城市之间 4 小时交通

圈；高速公路基本覆盖全省 3A 级

以上旅游景区、重点小城镇，通达

铁路枢纽场站、重要港口、机场等

交通枢纽节点。 其中，2019 年至

2022 年建设高速公路 3100 公里。

普通国省道方面，强化普通国

省道与高速公路出入口、 旅游景

区、乡镇、资源地、铁路场站等节点

的有效衔接，优先实施高速公路未

覆盖的走廊带上的普通国省道项

目，打通集疏运普通国省道“最后

一公里” 等。 其中，2019 年至 2022

年新开工 （续建） 普通国省道

4400 公里，建成 3600 公里。

农村公路方面，加快推进“四

好农村路” 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村

公路畅达深度等； 进一步推进旅

游景区、度假区、特色小镇、农业

产业园区等乡村经济节点的县乡

公路提质改造等； 推进连接农村

渡口和码头的 “最后一公里” 项

目建设，加强城乡公路互联互通，

推动城市公共交通线路向周边延

伸等。 其中，2019 年至 2022 年新

建农村公路 3.54 万公里。

此外，机场方面，进一步科学

优化我省机场布局， 到 2022 年全

省计划开通航线 467 条，有序推进

一批通用机场建设； 轨道交通方

面，全面推进国家批复的贵阳市城

市轨道交通一期、二期建设规划项

目建设，全面建成开通贵阳市轨道

交通 2 号线，支持贵阳市、贵安新

区加快研究规划建设连结贵阳至

贵安的快速城市通道； 水运方面，

2019 年至 2022 年建设四级航道

210 公里、 五级航道 270 公里，全

省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 1100 公

里；客货运枢纽方面，推进 2 个综

合客运枢纽、2 个货运枢纽 （物流

园区）建设；物流枢纽网络方面，

以打造西部物流枢纽为目标，全力

支持贵阳市、遵义市打造国家物流

枢纽承载城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贯彻“六网会战” 决策部署 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

贵州计划四年投资 6100 亿

实施路网建设专项行动

岑继维 / 制图

经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

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

1．姚骏，男，汉族，中共

党员，1975 年 3 月生，籍贯贵

州黔西， 出生地贵州黔西，

1993 年 9 月参加工作， 大学

学历，在职医学硕士，现任贵

阳市医院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

拟任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党

委委员、副书记，拟提名任贵

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2．唐蓉，女，汉族，中共

党员，1971 年 9 月生，籍贯贵

州贵阳， 出生地贵州贵阳，

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 省委

党校在职大学学历， 现任贵

阳市商务局人事处处长，拟

任贵阳市商务局党委委员，

拟提名任贵阳市商务局副局

长（试用期一年）。

公示时间：

2019 年 8 月 14 日 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止。

举报受理：

中共贵阳市委组织部干

部监督处（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0851—12380—1—2

����举报网站：

贵阳市 12380 举报网站

（网址：http://www.gysdj.gov.

cn/12380）

通讯地址：

贵阳市行政中心 （邮编

550081）

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

的， 可在公示期间向市委组

织部干部监督处 （举报中

心）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 为便于调查核

实，请在反映问题时，提供具

体事实或线索， 并请提供联

系方式， 我们将严守保密纪

律， 对反映人的情况予以严

格保密。

中共贵阳市委组织部

2019 年 8 月 13 日

8 月 13 日下午，贵阳市民况

先生来到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

管理所西南商贸城业务大厅办理

车辆年审相关业务。 刚刚领到排

号单不久， 就轮到他办理业务。

“现在来办业务基本不用排队，

真是方便多了。 ” 况先生说，他感

受到近年来贵阳市车驾管服务质

量在不断提升。

据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自“放管服” 改革工作

开展以来，在优化服务方面，市公

安交通管理局车管所强化服务标

准， 进一步完善窗口服务规范和

值日警官制度、 首问责任制和

“限时办结” 、“一次性告知 ” 、

“机动车档案免费邮寄” 等多项

便民制度。 同时，理顺工作机制，

制定了定期轮岗、 日常业务抽查

监管等制度，做到用制度管人、管

事、管权；优化窗口设置，完善机

动车“通道式” 查验，实行静默叫

号，设立咨询导办台，增设自助功

能区；调整窗口工作时间，推行提

前上岗、延时办结、当日办结和帮

助群众拓号、选号等举措。

8 月 13 日下午，距离正常下

班时间还剩不到 15 分钟，市民黄

女士顺利拿到了号。 “如今违章

在网上就能解决， 很久没来车管

所了， 本来还担心接近下班时间

很可能办不了业务。 ” 黄女士说。

2019 年 1 月 16 日起，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在全市的 26 个车驾

管服务站实行“当日办结制” ，群

众只要在当天 17 时前到达，不论

办理何种业务， 不论该笔业务是

否能够在 17 时前办完，各业务站

点必须办理完方可下班。仅 6 月，

就开展延时服务 102 小时， 办理

业务 10218 笔。

在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方面，

目前，全市社会化服务站点达 27

个，今年上半年，各社会化服务站

共办理车驾管业务 140269 笔，占

全市业务量的 12.25%。

此外，贵阳交警通过“云车服

机动车抵押业务服务系统” ，实现

抵押登记业务资料的内部传递，由

银行、汽车金融机构通过该系统将

抵押登记所需资料进行影像传递，

抵押权人、 车主不需要到业务大

厅， 就可办理机动车抵押登记、解

除抵押登记业务。 目前，该系统已

办理抵押登记业务 1680笔。

今年上半年， 我市共办理车

驾管业务 1145414 笔， 同比上升

4%。 所有车驾管业务办理排长队

现象基本消失， 车辆查验业务已

实现随到随办。 市公安交通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

持续纵深推进 “放管服” 改革，

按照 “应放尽放” 的工作思路，

最大限度优化业务办理流程、下

放业务受理权限、 清理业务办理

事项，切实让群众在改革中获得

便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市民朋友们：

一年一度的中元节 （俗称

“七月半” ）即将来临，在这个缅

怀故人、寄托哀思的时节，为减

少环境污染， 消除公共安全隐

患，确保中元节祭祀活动文明有

序、平安和谐，我们向全体市民

发出如下倡议：

让我们文明祭祀， 弘扬时代

新风。 大力提倡鲜花祭祀、网络祭

祀、家庭追思等文明风尚，变实物

祭扫为注重精神传承， 营造文明

祭祀的社会新风。 各区（市、县）

要指导社区（乡镇）在居民小区

合理设置安全规范的集中祭祀

点，做好文明引导，劝阻不文明祭

祀行为。广大党员干部、国家公职

人员要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做

“告别陋习、崇尚文明” 的先行者

和带头人。

让我们环保祭祀， 牢记安

全第一。 充分发挥城市主人翁

精神， 保护碧水蓝天， 不在广

场、绿地 、公园 、河道边 、主要

街道、公（铁）路沿线、背街小

巷等公共场所和水源保护地烧

纸焚香、抛撒冥币、燃放鞭炮 。

牢记安全第一， 不影响他人生

产生活，不干扰社会正常秩序，

自觉维护优美整洁的市容环

境。

让我们节俭祭祀，践行敬老

爱老。 遵守社会公德，崇尚敬老

爱老传统美德，树立厚养薄葬新

观念。 提倡对在世老人尽孝心、

多关爱，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老人逝去后，不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相互攀比，以节俭方

式寄托哀思。

市民朋友们， 文明我来，文

明大家来。 移风易俗， 弘扬新

风，从你我做起。 让我们迅速行

动起来， 文明祭祀、 环保祭祀、

节俭祭祀，用文明行为扮靓文明

城市， 让文明之风吹遍爽爽贵

阳。 让我们携起手来，以良好的

城市风貌， 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贵阳市生态环境局

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贵阳市水务管理局

2019 年 8 月 7 日

文明祭祀，是最好的缅怀！

贵阳市中元节文明祭祀倡议书

市管干部任前公示

筑组干任公示〔2019〕13 号

贵州就危货运输企业和客运站

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征求意见

本报讯 8 月 12 日， 省道

路运输局公布 《贵州省危险货

物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

办法（征求意见稿）》《贵州省

汽车客运站质量信誉考核办法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及汽车客运站管理，省

交通运输厅等起草了两个办

法。 其中，《危货运输企业质量

考核办法》规定，质量信誉考核

实行计分制， 考核总分为 950

分，加分为 150 分,合计为 1100

分， 其中考核周期内未发生同

等责任以上较大以上交通事

故、特大恶性污染责任事故、车

辆技术状况不符合要求引发的

交通事故及其他严重违法违规

行为， 也未发生特大恶性服务

质量事件， 且考核总分和加分

合计不低于 850 分的企业，质

量信誉等级为 AAA 级。 如果考

核周期内发生同等责任以上较

大以上交通事故、 特大恶性污

染责任事故、 特大恶性服务质

量事件等， 考核总分和加分合

计低于 600 分的，为不合格。 整

改不合格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的，责令停业整顿。

《客运站质量考核办法》

规定，质量信誉考核对汽车客

运站上一年度设施设备、安全

生产、经营管理、服务质量、履

行社会责任、社会评价等方面

进行综合考评 ， 总分为 1000

分， 另设加分项目 100 分，包

括设施设备分、 安全生产分、

经营管理分、 服务质量分等。

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作为汽车

客运站评优评先、 站级变更、

核定收费标准的重要依据，各

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鼓

励和支持质量信誉良好的汽

车客运站发展，对考核结果良

好的给予奖励，对考核结果差

的予以惩处。

《危 货 运 输 企 业 质 量

考 核 办 法 》 征 求意 见 的邮

箱 、 电 话 为 772479288@qq.

com、0851-85992095，《客 运站

质量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的邮

箱、电话为 257929483@qq.com、

0851-85954018；通信地址为贵阳

市云岩区新建路 1 号 （邮编：

550003），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

2019年 8月 23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距实习期结束仅剩 3 小时

男子酒驾

被注销驾驶证

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

记者 13 日从应急管理 部获

悉，财政部 、应急管理部近日

向江西、湖南、重庆 、贵州 、云

南等 5 省市下拨中央自然灾

害救灾资金 3.78 亿元， 用于

5 省市近期群发性地质灾害应

急救灾工作。

据了解， 这笔资金包括江

西 2500 万元、湖南 1.15 亿元、

重庆 7400 万元、 贵州 6200 万

元、云南 1.02 亿元，用于包括

灾后人员搜救等应急处置、为

避免二次人员伤亡所采取的调

查与监测、周边隐患排查、人员

紧急疏散转移、 排危除险和临

时治理措施、 现场交通后勤通

讯保障等。

针对江西、湖南、重庆、贵

州、 云南等省市入汛以来地质

灾害多发频发的情况， 应急管

理部主要负责人多次调度指挥

抢险救援救灾工作， 派出多个

工作组赶赴地方， 全力指导和

协助当地开展地质灾害应急处

置工作。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贵州

下拨 6200 万元救灾资金

用于近期地质灾害应急救灾工作

在黔接种一类疫苗发生异常反应最高可获赔 62 万元

补偿机制由“财政补偿” 转为“保险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