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8日，本报对“城区11座山体将
变公园”一事进行了报道，一时间，这一
话题在网络论坛上炸开了锅，市民们纷
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为此，记者近日采访了安顺文化名
人、园林工程师、市民，听听他们对山体
公园建设的看法。

潘玉陶说，近段时间他受邀参加了
两次市林业局召开的创建园林城市会
议，作为老安顺人，听到创建省级园林城
市这一消息十分欣喜。俗话说“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安顺是个山灵水秀的地
方。我到过全国许多名山大川、游览过

苏杭园林，相比之下安顺特有的气候和
小巧灵秀的山体是打造“盆景安顺”的独
特优势，除了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还要
挖掘人文景观，让每一个山头有不同文
化特色，彰显本土人文精神。

行走虹山湖畔,发现廊亭无对联,许
多市民建议在建狮子山公园时对亭台楼
阁增加些文化含量,也可在摩崖上增加
书法、绘画等作品。

而对于那些散落于民间的故事，在
建设山体公园时，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
传说、典故、民谚等资料收集整理，集纳
成文，增加文化含量。规划、建设、园林

等部门在实施建设中，将这些元素融在
公园文化中，并邀请老安顺人参与论证，
这样打造出的公园才有群众性、本土性，
才有山的秀美灵气。

邓克贤认为，创建园林城市于安顺
人来说是件大好事，建议先打造精品。
对于原本植被很丰茂的山，应加强周边
村寨的宣传，定好村规民约，加强保护。
一些有文化风格的老墓，建议不作搬迁
处理，可以根据山体的风格建碑林，增加
文化内容。

此外，建设部门与文化、文联等部门
要加强沟通，增加公园人文景观，对于屯

堡文化、布依文化、苗族文化等特色文
化，应多加考虑, 做出山体特色。

吕复安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听
说狮子山山体将与虹山湖一同打造成
4A级景点，这是个好事，是政府的大手
笔，也是为安顺市民办好事。

山体公园的打造，一方面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为游人提供出行的便道；另一
方面绿化也要有特色，多用本土苗木，园
林小景的设计要精细，避免千篇一律。
建议规划出来后，可向广大市民公示，吸
收意见建议，以便更完善。

汪朝祥说：读到《城区11座山体将变
公园》的消息后十分高兴，高兴的是我们
的城市将越来越美。

园林绿化于一个城市重要，于一个
家庭也同样重要。居家过日子都希望把
家打理得有诗情画意，庭院中的园林小
景只能小众享受，而城市山体公园却是
大众的会客厅，这种博大的包容性，正是
一个城市文化的象征。

快乐生活群网友认为，建山体公园
这个消息令人振奋，安顺的许多山都有
进行户外运动的条件，建议适合条件的
山头建成户外主题公园，让安顺的“驴
友”“骑友”攀岩爱好者有可玩之处；建议
虹山湖畔修建自行车骑行道，增加观光
的体验度，让外地游客能留下来感受安
顺的秀美景色。

本报讯（杨德莉） 9月1日，西秀
区人民法院迎来了安顺学院24名实习
生。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刘江代表院党
组感谢他们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支持，并
提出进行岗前培训的相关要求。

为使同学们熟悉法律事务,增强感性
认识,并从中进一步了解、巩固与深化法
律理论, 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结合他们此次实习岗位,
该院决定对他们进行书记员工作的培训。

培训从七个方面系统的阐述了书记
员的工作是人民法院业务工作中不可缺
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书记员录入的询问
笔录、调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庭审笔录

等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和制作裁判文书
的载体和最重要的依据，是体现案件是否
查清，据以裁决的依据是否完整和所裁决
的案件是否能经受时间考验的根本，是评
判案件质量最根本的依据。

培训结束后，同学们一致认为，将
在以后的工作中做到“手、脑、耳、心”并
用，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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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瀑奇观
（一）

飞瀑狂奔万千尺，雷震四方吼雄狮。

俏然飘沙云握手，烟雨濛濛花赋诗。

袅袅飞雾情欲醉，婆娑空翠布衣湿。

千山万树满园绿，娇娆妍红正当时。

（二）
黄果大瀑千尺宽，万流腾空叹壮观。

水纱飞雾翻涌空，雷鸣轰轰撼万川。

烟雨漂漂诗吟美，绿色国里写新天。

万民欢乐同起舞，小康之家换人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中宣部副部
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黔地随吟诗·词十五首
□翟泰丰

五

正确合理用药之降糖药
每种降糖药都有优缺点（一）
2014年“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于9月在全国范围内启

动，围绕此次活动，对降糖药优缺点进行一些介绍：
磺脲类
磺脲类降糖药，临床常用的有格列喹酮（糖适平）、格列

齐特（达美康）、格列本脲（优降糖）、格列吡嗪（美吡达）、格列
美脲（亚莫利）等。

优点：疗效突出、价格便宜，是2型糖尿病一线用药，对心
血管无不良影响，没有导致癌症风险。

缺点：容易发生低血糖及体重增加，个别患者会出现皮
肤过敏反应、白细胞减少等。使用过程中会发生继发性失
效。对老年人和轻、中度肾功能不全者，建议服用短效、经胆
道排泄的磺脲类药物。

双胍类
二甲双胍是目前治疗糖尿病的一线首选降糖药物，既可

单独使用，也可作为各种联合治疗方案（如胰岛素与口服降
糖药联合）的基础用药。

优点：除了能有效降糖以外，还可降低体重、血压及血
脂，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显著改善长期预后，是超重或肥胖
糖尿病患者的首选。其安全性好，单独应用不会引起低血
糖，与苯乙双胍（降糖灵）相比不易引起乳酸酸中毒。且价格
便宜，性价比高。

缺点：胃肠道反应多见，长期应用可能会影响维生素B12
的吸收。为防止发生乳酸酸中毒，心衰缺氧、严重肝肾功能
不全患者忌用。

格列奈类
属于新一代促胰岛素分泌剂，代表药物有瑞格列奈（诺

和龙）、那格列奈（唐力），可与其他各类口服降糖药物及基础
胰岛素联合使用。

优点：模拟就餐时胰岛素的分泌，可有效降低餐后高血
糖，而且不容易发生低血糖，对体重影响小，轻中度肾功能不
全患者仍可使用。餐时即服，方便灵活，患者依从性好，对于
进餐不规律者或老年患者更适用。磺脲类药物失效时，改用
格列奈类仍有效。

缺点：价格较高，使用不当也会引起低血糖。
α-糖苷酶抑制剂
该类药代表药物有阿卡波糖片（拜唐苹、卡博平）和伏格

列波糖片（倍欣），用法为进餐时与第一口主食同时嚼服。
优点：降糖效果肯定，主要在肠道局部作用，仅2%吸收入

血，对肝、肾等器官功能影响小，不增加体重或能减轻体重；
单用本药不引起低血糖，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适合于老年
糖尿患者和伴有肾功能损害患者。同时也是目前国内外唯
一具有糖耐量减低治疗适应证的降糖药。

缺点：部分患者初用时有腹胀、排气增多等胃肠道反应，
胃肠功能紊乱者、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儿童禁用。与其他降
糖药联用时可引起低血糖。注意一旦发生低血糖，应使用葡
萄糖纠正，进食淀粉类食物无效。

降糖中成药
优点：无低血糖风险，不会增加体重；可通过“滋阴、活

血、补肾”来改善症状，辅助调脂降压，防治慢性并发症；可与
各类口服降糖药或胰岛素联
合应用。

缺点：降糖效果欠佳，只能
作为辅助治疗，服用不太方便。

全国安全用药专家咨询
热线400-030-0606

本报讯（黄平）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近日，镇宁地
税局党组和分局负责人走进顺立达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纳税
情况，给企业送去最新税收政策。

该局一行实地参观了纺织车间，观摩
纺织产品的生产流程，感受最前沿的纺织
设备和技术。在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
于生产建设有关情况和纳税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后，该局相关负责人对涉税问
题现场给予解答和指导，并指出，顺立
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有科学的发展规
划、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占尽了天时、地
利、人和，将会是镇宁县域经济新的增
长亮点。镇宁地税局将尽力为企业解
决发展中遇到的涉税问题，及时向企业
宣传并帮助企业用好最新税收优惠政
策，助推企业步入良性发展运行轨道。

镇宁地税局送政策到企业

龙头山正在建设中的山体公园龙头山正在建设中的山体公园

西秀区联合开展法制宣讲
本报讯（张庆 记者 吴学思） 9月5日，记者从西秀区

司法局获悉，8月29日至9月12日，该区以“法制宣讲”为主
题在全区开展巡回宣讲活动，对所有村（居）干部及普法骨干
进行集中培训，为其执行政策、服务发展、依法办事、维护稳
定提供了良好的法制平台。预计参加集中培训的参训人员
可达1500余人。

本次活动由西秀区依法治区办、司法局牵头，联合西秀公安
分局、区检察院、法院、组织部等多个部门共同举办，分10个片
区（站点），在该区23个乡镇、办事处、新型社区逐一进行。宣讲
内容涉及基层党组织建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预防职务犯罪相
关法律知识、基层常见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农产品质量安全、治
安管理有关法律知识、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

第三章 贷前管理
第五条 购一手房申请贷款的，新建

住房项目发放公积金贷款前，市公积金
中心应提前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开发的
住房项目进行备案调查准入。房地产开
发企业取得新建住房项目的《商品房预
（销）售许可证》后，携带备案所需资料，
到所在区域的市公积金中心下设的管理
部（以下简称“管理部”）提出向新建项目
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申请。贷款
项目备案所需资料：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1份；

（二）公司章程复印件1份；
（三）组织机构代码副本复印件1份；
（四）税务登记证复印件1份；
（五）法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六）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证书

复印件1份；
（七）公司简介1份
（八）新建住房项目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书面申请1份；
（九）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阶段性担

保责任《承诺书》1份；
（十）项目立项批复复印件1份；
（十一）新建住房项目“五证”：《国有

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复印
件各1份；

（十二）《三方预售房款监管协议书》
复印件1份；

（以上资料均用A4纸复印，加盖企
业公章，须审核原件，同一个开发企业在
一年内申请多个项目，上述1-7项材料
可以只报一次）。

管理部对开发企业报来的资料进行
审核，并对建设项目进行贷前调查，指定
公积金贷款受托银行。项目批准准入
后，管理部通知房开公司在指定的受托
银行开立公积金贷款保证金专户，并受
理该项目的个人公积金贷款资料，原则
上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后才能发放贷款。

第六条 本细则第五条所指公积金
贷款受托银行主要有：建设银行安顺分
行、工商银行安顺分行、农业银行安顺分
行、贵州银行安顺分行、中国银行安顺分
行、安顺市西秀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
及镇宁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
统称“受托银行”。

第七条 购买二手房申请公积金贷
款的，借款人应先办妥过户手续，将提供
的抵押物到有资质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
估后，到管理部申请贷款。

第八条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
申请贷款的，借款人应在受托银行开立
存款账户，并将建房自筹资金存入该账
户，提供所需资料到管理部申请贷款。
管理部实行贷前调查，核实其住宅建筑
形象基本完工，提供房屋形象进度依据
连同贷款资料报市公积金中心信贷部门
审批。

第九条 银行个人住房贷款转公积
金贷款的，所转贷的房屋须取得房产证，
且借款人需自筹资金将银行贷款结清后
提供所需资料到管理部申请贷款。

安顺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本报讯（记者 刘仲强） 9 月 10
日，记者从镇宁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获悉，近段时间以来，该大队以“流动车
管所”为依托，组织民警到辖区乡镇，为
农村驾驶人朋友提供方便、快捷的车管
业务服务。

据介绍，此次行动旨在为进一步
方便群众办理机动车辆登记手续，从
而提高群众满意度。镇宁自治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在乡镇派出所的配合
下，对申请摩托车驾驶证的申请人提
供办理摩托车驾驶证的相关材料，进
行了严格审核，并现场进行了体检及
科目考试。

截至目前，“流动车管所”为基层老
百姓共办理摩托车驾驶证185人，有效
解决了驾驶人无法按时到车管所办理
业务的难题。

“流动车管所”送服务上门

城区将建11座山体公园引热议

市民争献“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点子”
□本报记者 刘现虹 文/图

西秀区法院培训24名实习生

9月9日，记者在塔山东路的公交站台看
到，为洗拖把，附近商户私自将消火栓打开，
造成公交站台水花四溅，不但影响了市民在
此候车，也严重浪费了水资源，同时，在没有
专业工具的情况下，强行打开消火栓，也对
消火栓造成了损害。

□记者 滕婷 摄

普定大力宣传森林防火
本报讯（李奇美） 9月9日，笔者从普定县林业局获悉，

为切实搞好森林防火工作，该县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为抓手，集中宣传森林防火。

据了解，该县森林大多生长在山区，地形复杂，面对困
难，该县以“每周一场”、“每天一乡”的方式在全县11个乡
（镇）大力开展巡回宣传。“只有把宣传教育作为森林防火工
作的首要任务，在提高思想认识和防火意识上下功夫，才能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该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该县在森林防火工作上强化“一把手”负责制，强化
宣传教育，实现野外用火“村规民约”；强化火源管理，切实抓好
火源管理县包乡镇、乡镇包村组、村组包农户、单位包职工、学校
包学生、家长包子女、企业包员工；强化火案查处，构建森林火灾
案件查处网络，并投入150万元，组建县专业性民兵应急扑火队
伍120人，全县11个乡镇分别建有不少于50人的民兵应急队
伍，全县216个行政村也分别建有群众扑火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