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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城区相比，观山湖区、花溪区等地因人口相对较

少，绿道利用率要低一些。” 在贵阳从事互联网工作的毛毅

常到城市绿道上锻炼，他说，对于追求高品质生活、健康生

活的人来说，绿道本身也是一个吸引点，来居住的人多了，

绿道的利用率也会提高。

退休老人李明材习惯每天出门散散步，对于南明河畔

的绿道，他感觉十分满意。 “绿道上可以增加一些雕塑，连

接一些纪念馆等， 以此增加它的文化气息， 吸引更多的

人。 ” 李明材说。

市民王和明平时也很喜欢去小区绿道上散散步，但他

还是觉得南明河畔的这种大型绿道散起步来更加舒服，所

以希望在住宅区附近也能修建一些大型绿道。

针对校园门口停车难的问题，市政协委员林强在提案

中指出， 校园门口停车难问题有家长的主观和客观原因，

但无论哪种原因，学生上下学穿梭于车流中，十分危险。 此

外，学校附近停车难问题处理不当，也给交通带来巨大的

压力。

林强在提案中建议，政府部门要尽快加强研究，出台

地方性政策法规，明确机动车道路停车规则。 中、小学校和

幼儿园周边的非主要道路，在接送学生时段，可以设置临

时机动车停车点，允许短时停车。 交管部门应该尽快明确

全市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附近位于非主要道路的机动车临

时停车点。

在基本解决停车点的问题后，交管部门应该严格执行

法规，尽心尽责，对没有在规定停车点停车的违章行为进

行处罚。 在接送学生时段，特别是下午放学的时候，应该加

强警力，及时、严格、有效地劝阻和处罚在非临时停车点停

车的车主。

解决停车难问题也需要学校的协助。 林强建议教育部

门要指导各个学校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主题教育，宣传有效

的积极的做法，给孩子以正确的引导，再通过孩子引导家

长的方式，杜绝乱停乱放的现象，既为解决交通问题出力，

也是良好的教育契机。

从长远来看， 林强建议规

划部门在做新校建设、 学校扩

建改建等规划时， 考虑到停车

的问题。 政府应明文规定学校

附近应具有一定规模的停车场

地和相应的通道。

本报记者 金毛毛 汤欣健

连线

两会

科学规划城市绿道

加快提升使用效率

繁忙工作之余， 到附近的城市绿道跑跑步、 散散

心，成为众多市民的习惯。 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的改

善和城市品质的提升， 人们的环保意识和健康意识逐

渐增强，对“低碳环保、绿色出行” 的需求也越发强烈，

因此，对城市绿道建设也有了更高的期待。

在市人大代表黄才秀看来，虽然贵阳市的绿道建设已

取得不少成绩， 但依然有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比

如目前大规模绿道建设主要集中在城郊或远郊等地区，虽

然这些地方容易建，少了许多征地拆迁的麻烦，但建成后

的绿道大多数利用率偏低，绿道与城乡交通网的有效对接

还有待提升。 对此，黄才秀建议，要把城市“慢行交通系

统” 的规划建设与城市“快行交通系统” 规划建设作为同

等重要的工作来抓，机动车道与步行道都要得到相应的建

设和完善，这不仅可以提升城市品位，也是在为全市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

黄才秀表示，应强化中心城区，特别是老城区的绿道

建设或提升改造，重点打通小区到机关、学校等专用绿道。

让上班、上学群体能将“绿色出行” 贯穿到平时学习、工作

中去，这样不仅有效整合了全民健身的时间，也提高了绿

道的利用率。

绿道的建设， 不仅要有数

量，还要有质量。 对此，黄才秀

建议， 可以通过绿道出入口的

监控来检测绿道利用率和使用

效果。

本报记者 汤欣健 金毛毛

■市民声音

■代表建议

缓解校门前停车难

需多方面共同发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机动车保有量越来越大。 市

民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停车难问题凸显， 同时导致学

校附近的道路越来越拥堵。 校园门口停车难是家长、学

校、交管部门共同面临的难题。

■市民声音

家住三桥的王俊如今每天坐公交送孩子上学。 “孩子

在花香村那边上学，之前开车送孩子太堵了，又不好找停

车位，现在都早点出门坐公交送孩子。 ”

市民宋培涛每天开车送孩子上学经常找不到停车位。

“学校旁边停车很难，停路边会遭贴罚单，只能找远点的停

车场，但是有时候太远赶过去孩子会迟到。 ”

因为学校离家近，家住王家桥的王庭院每天步行送孩

子上学，她告诉记者，安井小学门口专门有停车的地方，开

车的家长可以临时停车，她觉得这种模式可以推广。

■委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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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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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流程再造，促进新闻

产品裂变式传播，是贵阳市融媒

体中心构建跨平台、跨介质融合

传播格局的重要目标。

今年市两会， 贵阳市融媒体

中心在现场搭建了全新的直播

间，“中国红” 的背景色下，28 平

方米的高清大屏不间断滚动放送

有关两会信息的图片、 视频、动

画、表格等。 灯光、摄像机、调音器

准备就绪， 随时准备邀请参会代

表、委员接受直播采访。

传播平台也进行了有力的

整合———在贵阳日报 、 贵阳晚

报 、 贵 阳网 、 贵阳 头条 APP、

ZAKER 贵阳 APP 等自有平台，

以及微信 、微博 、头条号 、抖音

号等自有微媒体矩阵资源的基

础上，又联合腾讯新闻 、百度新

闻等网络平台， 立体式地对市

两 会 报 道 进 行 跨 平 台 分 发 传

播。

连日来，贵阳市融媒体中心

推送至腾讯 、搜狐 、网易 、凤凰

网等全国性门户网站首页的贵

阳市两会新闻稿件 ， 推荐量逾

500 万；新浪微博话题“2019 贵

阳市两会聚焦 ” 吸引了众多自

媒体参与， 评论已有 500 多条，

有力提升了话题传播效果 ，让

贵 阳 市 两 会 的 好 声 音 传 得 更

远。

贵阳市融媒体中心全力传播两会好声音

报网端号跨平台跨介质融合传播，网络传播量已超 2000 万

猪年新春近，两会进

行时。

会场内的建言良策、

会场外的心声期盼，通过

微视频、H5、图表、直播、

网报等形式全渠道推送，

通过 “两会连线”“圆桌

对话”“打卡贵阳”“两

会微访谈” 等栏目全方位

展现……今年市两会的

报道中，由贵阳市融媒体

中心呈上的一道道新闻

大餐让人耳目一新，贵阳

两会好声音通过这个在

全国率先探索省、 市、县

三级资源整合建设模式

的融媒体机构跨平台、跨

介质传播，不同受众可以

通过报、网、端、号第一时

间了解到贵阳两会的实

时盛况，选择自己喜欢的

方式参与互动。

据统计，截至 1 月 21

日中午， 除自有平台外，

贵阳市融媒体中心两会

报 道 网 络 传 播 量 超 过

2000 万， 融合传播效果

达到全国先进水平，收获

代表委员和群众的高频

点赞。

融为一体 创新驱动 贵阳市融媒体中心两会报道全方位发力

借助贵阳市融媒体中心亮相

市两会报道之机， 贵阳日报传媒

集团在省内率先探索全员转型媒

体融合。

1 月 19 日，市两会开幕在即，

朋友圈里，一条《2019 贵阳市两会

来了，我是第 X 个追梦人》的帖子

成为“流量收割机” 。 “为贵阳发

展提供’ 金点子’ ，我是第 X 个贵

阳追梦人，我为两会捎句话……”

短短两天的时间， 这条帖子就吸

引 31565 人次转发、参与，贵阳市

融媒体中心从这个精心制作的互

动产品中挖掘出多个百姓关注、

代表委员关心的话题。

此次市两会，贵阳市融媒体中

心投入釆编力量百余人。 通过指

挥机构， 前端记者遍访代表、委

员， 回应百姓关注， 解答热点问

题； 后台编辑， 广泛运用网络直

播、图解、H5、动画、短视频等多媒

体形式， 创意生产适应新时代传

播特点的新闻产品， 形成统一采

集、多渠道分发的高效传播模式。

贵阳日报、贵阳晚报等平面媒

体推出贵阳市两会特别报道；贵

阳网、贵阳头条 APP 等网站和端媒

体，推出 2019 贵阳市两会专题；贵

阳新闻网官方微博等微媒体，进行

“聚焦 2019 贵阳市两会” 微话题

直播。

连日来，贵阳市融媒体中心推

出了《贵阳网报》4 期、《两会微访

谈》18 部、《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

我的贵阳》 短视频 14 部、H5 五

个、图述新闻 20 余篇……

平台整合 渠道多元 贵阳市融媒体中心两会报道全资源投入

流程再造 模式更新 贵阳市融媒体中心两会报道全岗位练兵

2018 年 12 月 12 日， 当代贵

州、 贵阳市县两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集中签约， 标志着贵阳市县级

融媒体中心建设拉开帷幕， 贵阳

在全国率先探索省、市、县三级资

源整合建设融媒体中心的创新模

式。

根据方案， 贵阳市县两级融

媒体中心将按照“全市统筹、分级

负责，优势互补、三级协作，五个

整合、聚指成拳” 的推进原则，突

出省级统筹与发挥基层主动性紧

密结合、 新闻单位媒体融合转型

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紧密结

合，打通基层新闻宣传“最后一公

里” 与“聚指成拳” 提升新闻舆论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紧密结合。

当年 12 月底， 贵阳市融媒体

中心及其 “中央厨房” 建成并投

入试运行。

2019 贵阳市两会， 是贵阳市

融媒体中心在大型主题采访报道

中的首次亮相， 也是贵阳市媒体

融合转型的“练兵场” 。

“第一次接触贵阳市融媒体

中心，报道形式很新颖，场内场外

的信息都在这里汇聚和连接，也

第一时间得到传播。 ” 1 月 21 日，

贵阳市政协委员王路杨特意到会

场内的贵阳市融媒体中心直播间

“一探究竟” 。

在会议间隙，不少代表委员纷

纷在贵阳市融媒体中心直播间驻

足了解、拍照留影。 市人大代表汤

慧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媒体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做好融合传播，

提升传播效果，值得点赞。

全力报道好市两会、 全面实

践转型， 是贵阳市融媒体中心采

编人员参与此次新闻战的两项任

务。 写稿、拍照、录视频、直播、剪

辑，“在很多人的传统印象里，记

者都是一支笔走天下。 但随着融

媒体时代到来， 受众的需求各有

不同， 新闻报道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这就要求我们及时提升本领，

不负新时代肩负的使命任务。” 贵

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晨说，

“快、新、实、全” 的传播目标，必

然要求融媒体记者们越来越精通

“十八般武艺” 。

贵阳市融媒体中心。

贵阳市融媒体中心两会现场直播间。

后期工作人员制作动画新闻产品。

贵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现场采写稿件。

本报记者 游红 / 文

本报记者 郭然 郑雄增

实习记者 周永 胡家林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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