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市文化

和旅游局获悉， 今年春节假期，

贵阳天河潭旅游度假区、青岩古

镇、时光贵州景区等十余个景区

游客量破万，呈现供需两旺的可

喜势头。

据统计， 春节七天假期，贵

阳天河潭旅游度假区接待 10 万

人次； 青岩古镇接待 9.8 万人

次； 时光贵州景区接待 5.7 万

人次； 白云蓬莱仙界接待 2.9

万人次；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接

待 2.7 万人次； 息烽集中营革

命历史纪念馆接待 2 万人次；开

阳十里画廊接待 1.8 万人次；

四季贵州极地冒险水世界 （含

温泉）接待 1.6 万人次；多彩贵

州城极地海洋世界接待 1.2 万

人次； 孔学堂接待 1 万人次；振

华万象温泉接待 1.42 万人次；

息烽温泉疗养院接待 1.29 万人

次；贵御温泉接待 0.9 万人次；

保利国际温泉接待 0.77 万人

次 ； 六广温泉接待 0.46 万人

次； 乐湾国际温泉接待 0.44 万

人次。

假日期间，贵阳各景区严格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做好

消毒清洁、 应急处置等相关工

作。 截至 2 月 17 日中午 12 时，

市文化和旅游局未接到旅游安

全生产事故报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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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节假日期间，为丰富

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市

多处公共文化服务场馆举办丰富

多彩的春节系列文化活动， 让市

民在浓浓的传统年味中欢度新春

佳节。

2 月 17 日大年初六，春节假期

的最后一天，仍有众多市民前往贵

阳孔学堂，参加 2021（辛丑）年春

节文化庙会系列活动。 主办方在现

场设置了 “迎新纳福街”“登福

梯”“家训家风墙”“登高祈福” 等

主题打卡点。 据统计， 孔学堂庙会

系列活动自大年初一启动以来，共

吸引上万人次游客。

节日期间，为营造浓厚的“书香

过年” 氛围，贵阳市图书馆、贵阳市

少年儿童图书馆除正常对外开放

外，还推出“名家谈传统文化” 线上

主题直播，举办了《家庭经典阅读和

家庭藏书》《春节习俗漫谈》等多场

文化讲座。 另外， 还举办了 “新春

‘牛文化’ 展”“新春礼包：趣味电

子春联”“征福投票、晒福” 等系列

线上文化活动， 让市民在家一样享

受“文化大餐” 。

春节期间 ， 由市委宣传部指

导 ， 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贵州京

剧院、 贵阳演艺集团共同举办的

2021 年 “云上剧会———贵阳市优秀

舞台艺术精品网络展播” 活动也精

彩亮相，市民朋友通过关注“爽游

贵阳 ” 公众号 ，即可在线观看大型

现代布依族民族歌舞剧 《云上梯

田》 、京剧《铁弓缘》《战洪州》、

苗族舞蹈《射背牌》 、歌舞《黔林溪

水》、木偶剧《长征路上小红军》

等 18 部精品力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文 / 图）

我市举办丰富多彩春节系列文化活动

市民畅享“文化大餐”

本报讯 近日， 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 《贵州省加

快推进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归并优化工作方案》，明确

2021 年底前， 除 110、119、

120、122 等紧急热线外，各

地各部门设立的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 国务院有关部

门设立并在我省接听的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实现一个

号码服务， 归并整合后的

热线统一更名为“12345 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

简称 12345 热线）， 提供

“7×24 小时” 全天候人工

服 务 ， 语 音 呼 叫 号 码 为

“12345” 。

根据《方案》，12345 热

线将优化热线运行工作机

制和资源配置，确保企业和

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诉

求得到及时处置和办理，使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得更

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打

造便捷、高效、规范、智慧的

政务服务“总客服” 。 12345

热线主要受理企业和群众

各类非紧急诉求，包括经济

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

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

领域的咨询、求助、投诉、举

报和意见建议等。 不受理须

通过诉讼、仲裁、纪检监察、

行政复议、政府信息公开等

程序解决的事项和已进入

信访渠道的事项，以及涉及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和违反社会公序良俗

的事项。

省政务服务中心具体

承担省级 12345 热线各项

工作。《方案》要求，各地要

结合实际整合组建或明确

承担 12345 热线工作的机

构，配备必要的热线工作人

员，并根据热线归并优化后

话务量大小、服务功能需求

等，加快建设本级 12345 热

线系统平台，支撑热线高效

运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2 月 18 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经省政

府批准，贵州文化旅游职业

学院正式成立。

成立后的贵州文化旅

游职业学院主管部门为省

文化和旅游厅， 实行党委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办

学经费由省级财政按生均

财政拨款标准予以保障 。

学校为全日制公办普通高

职院校， 以全日制普通高

职教育为主， 同时举办中

等职业教育， 学科门类以

文化艺术、旅游等为主，专

业设置按有关规定报批 ，

在 校 生 规 模 暂 定 为 6000

人。

接下来，省文化和旅游

厅将进一步明确学校发展

规划和目标定位，加大投入

力度，改善办学条件，突出

办学特色，持续提升办学水

平。 省教育厅也将会同有关

部门，加强对学校的业务指

导， 帮助学校做好师资队

伍、学科专业、教学管理等

方面规划建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尹香力 肖达钰莎）

我省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归并优化工作

各地设立的政务便民热线

年内归并整合为 12345热线

贵州新增一所高校

贵州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成立

今年春节假期贵阳十余个景区游客量破万市民预约祭扫 墓园秩序井然

相关新闻

本报讯 2 月 18 日，记者从贵

阳市殡葬管理所获悉， 春节假期，

广大市民积极响应预约祭扫要求，

主动选择鲜花祭祀， 全市有近 34

万人次前往各公墓祭扫，整体呈现

“安全文明、绿色无烟、平稳有序”

的特点。

据贵阳市殡葬管理所统计，2 月

11 日（除夕）至 2 月 17 日（正月初

六）7 天，市民按照要求，预约前往清

镇市红枫艺术陵园、 花溪福泽园等 10

多家公墓祭扫，实际进园祭扫 33.8万

人次，比 2019 年春节减少一半；祭扫

车辆超过 7.39万辆；各公墓劝返无预

约祭扫 565家，劝返车辆 117辆，免费

发放鲜花 2.7万余枝。 期间无安全事

故和突发事件发生。

春节期间， 市殡葬管理所全员

出动，对各公墓进行巡视检查，指导

各公墓落实预约祭扫、安全祭祀、无

烟祭奠措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小朋友在孔学堂礼仪广场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