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医附属口腔医院打造全省首个“无痛中心”

本报讯 六枝特区一驾驶员因手机

掉到脚下低头去捡， 导致方向盘失控撞

上道路中心的隔离防护栏， 对向车道的

一辆三轮车又被防护栏碰撞到而受损。

3 月 18 日 9 时，六枝特区交警大队

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在现场看到， 一辆

丰田轿车撞上道路中心隔离防护栏，轿

车前保险杠、大灯等严重受损，所幸驾驶

员彭某未受伤。据彭某交代，当时他正行

驶至贵烟线 168 公里 400 米处， 由于手

机掉落在驾驶室下方，就低头去捡，就在

捡手机的一瞬间，没控制好方向盘，导致

车辆撞上路中央的护栏， 对向车道的三

轮车又被防护栏碰撞到而受损。 而他的

车，也从被洞穿的护栏缺口冲过，冲到了

对向车道道牙处才刹住。

经调查，彭某负这次事故全部责任，

并将赔偿被损坏的栏杆、 三轮车等物

品。 （张晓婷 本报记者 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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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20 日， 记者从

仁怀市政府办获悉：该市近日宣布

启动盐津湖综合治理与开发项目

工程，并计划将其建成 5A级景区。

据了解，以盐津河大峡谷为主体的

盐津湖，是红军当年走过的地方。

盐津河大峡谷风光秀丽，高峰

雄峙。 明末开始，从四川进入贵州

的盐巴，由盐工背负着穿过峡谷，

开始在贵州境内的陆路运输 。

1935 年初， 中央红军赤水河流域

穿梭间，在此留下足迹。 后期，仁

怀市在峡谷一侧修建了国酒门、世

界上最大的茅台酒瓶等。

位于仁怀市中心城区边上的

盐津湖，是早年为解决城市供水、

下游防洪、 开发盐津河峡谷旅游

等，专门修建的一座水库。

按原来的设计，人们可以通过

乘船，穿过峡谷，抵达仁怀市东门

一带进入城市。

“风景美、有文化，但河水臭，

环境差” ，是仁怀市民对盐津河峡

谷现在的评价。

按仁怀市目前的规划方案，此

次盐津河综合治理与开发项目工

程，概算投资为 23亿多元。“这次

综合治理的重点内容，就是治理污

染、整治环境，配置优美景观。 ”仁

怀市政府有关领导说，项目定位为

立足山水文化背景，将生态效益转

化为社会效益。

据了解，仁怀市政府确定针对

盐津湖综合治理与开发的目标，是

通过持续治理和适度开发，到

2020 年将该区域建成 5A 级景区。

另外， 在治理污染方面， 计划在

2018 年实现水质明显改观， 达到

城市功能水体三类标准。

（本报记者 黄黔华）

投 20 多亿扮靓盐津河峡谷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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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知道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 贵阳市 2017 年 3

月 28 日—3 月 31 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计划检

修停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

成的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更多供电服务信息请关注：

贵阳供电局青年志愿者“点

亮林城 情怀万家” 微信电力

服务平台

观

山

湖

区

10千伏关园线 321#-3211# 开

关 、10 千 伏 关 省 线

341#-3411#开关

3月 28日

10:00———18:00

10千伏朱金西线 067 号开关

号开关后段

石头村、赵官村等

停电 停电日期及

区域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贵

阳

市

区

10千伏富凯线 3118 号开关后

段停电

3月 28日

9:00———19:00

3月 29日

9:00———19:00

护国路、会文巷部分片区：市房管局、书

画社、润达房开、国税局、房屋经营公司、

日月潭、名仕花园变等

3月 27日

9:00———18:00

10千伏青玉线 3237 号箱开至

173 号开关至 172 号开关区段；

10千伏青砖线五眼桥变

凤凰路部分片区：金巢房开、贵阳塑料

厂、交通技校、北控水务、太慈桥小学、

海城房开变等

3月 28日

10:00———16:00

10千伏商栗Ⅱ回 3163 号开关

后段停电

上枧村、下甫村、篙芝村、何关村、

翁贡村等

扁井片区、扁井西巷、民宗委、人事局配

变、扁井自来水加压站、黔灵文峰苑

贵阳供电局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

原

小

河

区

︶

花

溪

区

10千伏小曹线 003 开关至中曹

路 01环网柜之间、10千伏小屯

线 025 开关至中曹路 05 号环

网柜之间

3月 28日

9:30———17:30

周家村刘家寨、维隆塑料、矿山简易

宿舍、周家村王家寨、中曹水厂、周家

村周家寨

3月 29日

9:30———17:30

10千伏孟碧线摆郎 606B 开关

后端

摆朗 2 组、摆朗 1 组、满堂红

3月 31 日

9:30———14:30

停电 停电日期及

区域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新朝阳村

毛栗组片区

学府雅苑

3月 30 日

9:30———14:30

10千伏孟轻线 6054 号开关至

6510 号开关之间

三鑫建材、顺源管网桐荫路 5 标、公路

桥梁工程、鑫磊建材、鸿丰页岩砖厂丰

报云、盛鑫仓储、索力德混泥土丰报云

万科花城 C 区、香槟溪、恒森房开长

江路施工 1 号、华锋廉租房、金珠湾

餐饮、洛解云上、洛解新寨

10千伏方科线 888 环网柜

8886开关后段

3月 31 日

9:30———14:30

忠申平玻璃、李永红、腾跃建材、双赢

工具有限公司、 贵阳达辉热贸有限公

司、腾跃建材、龙永物质公司、景宏时

代工贸公司、备战路加压站、贵阳市交

校驾校

10千伏二航线 676 开关至 681

开关之间

3月 28日

10:00———14:00

3月 29日

10:00———16:00

3月 29日

10:00———15:00

10千伏养北线新朝阳村分支

10千伏凉磊线久安分支毛粟

小支线 5#杆开关后段

10千伏凉民线学府雅苑分支

仁怀市立足山水文化，欲打造 5A 级景区

本报讯 3 月 17 日， 贵州岑

巩县警方查获非法入境并在该县

非法就业的 16名缅甸籍人员。

当日， 岑巩县警方接群众举

报， 称有 10余名缅甸籍人员在该

县某工厂非法务工。 接报后，该局

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展

开调查，并向黔东南州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支队汇报。在州局出入境管

理支队的指导下， 该局专案组将

16 名缅甸籍人员传唤至公安局进

行调查询问。

经查，缅甸籍人员乌某、狄某

等 15人，于 2月 22日持边境通行

证从云南省瑞丽市姐告口岸进入

中国，并在缅甸籍人员王某（已提

前进入我国境内）的安排下，于 3

月 5 日来到贵州岑巩县某公司务

工。 王某、乌某、狄某等 16名缅甸

籍人员的行为已涉嫌非法入境。

目前， 岑巩警方已依法对 15

名缅甸籍违法嫌疑人予以拘留审

查， 对另一名未满 16周岁的缅甸

籍违法嫌疑人执行限制活动范围

的处理。 同时，对王某涉嫌组织他

人偷越国境一案，已立为重大刑事

案件进行侦查。案件仍在进一步办

理中。 （杨伦 景晟 吴如雄）

非法入境打工 16 名缅甸人在岑巩被查

六枝特区一驾驶员

低头捡手机

车撞防护栏

本报讯 街上突遇美女搭讪,并提出

给你低价做按摩,男士们会如何反应？近

日， 贵州锦屏县检察院将一名以异性按

摩为幌子实施盗窃的 26 岁女子送上法

庭， 法院当庭判处该女子有期徒刑 2 年

零 3个月，并处罚金 5千元。

经查实，2015 年 4 月， 湖南女子夏

某与其丈夫肖某等人来到贵州江口县，

由夏某以低价按摩为由， 将一名男子引

诱至提前开好的宾馆，进入房间后，夏某

要求男子脱下衣服放在床边桌上， 并假

意带被害人去卫生间清洗。其间，同伙趁

机进入房间， 从男子脱下的衣物中将

10770 元现金和一部手机盗走， 随后夏

某以出来拿毛巾为由逃离现场。

2016 年 10 月 26 日，夏某在贵州省

丹寨县被抓获归案。 （林丽 吴如雄）

低价按摩为幌

实为色诱窃财

锦屏法院判处一女子 2年徒刑

本报讯 娃娃拔个牙却不哭

闹！记者昨日从遵义医学院附属口

腔医院获悉，该院运用“舒适全麻

下儿童口腔治疗” 技术，打造全省

首个“静音治疗室” ，目前已经完

成该项治疗近千例。

从贵阳带着孩子到遵义医学

院附属口腔医院看牙的王女士告

诉记者，去年 4岁的女儿在这里接

受了全麻牙科手术。

据悉，王女士的女儿有两颗牙

做了根管治疗， 有 15颗牙做了不

同程度的填补。 “按照这种治疗

量，之前医生说的如果不全麻一次

性解决，至少要经过 7-8次复诊才

能完成，而每次都需要把孩子绑起

来撬开牙进行治疗。“而全麻之后

只需要睡几个小时就全部搞定

了。 ” 王女士说。

“为什么治疗室没有小孩的哭

闹声？ ” 面对记者的问题，遵义医

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李科教授表示，

其实答案并不神秘，原因在于“舒

适全麻下儿童口腔治疗” 技术的

运用。

据悉，遵义医学院附属口腔医

院去年建立了 “口腔门诊舒适无

痛中心” ，开展运用“舒适全麻下

儿童口腔治疗” 技术，这是我省首

个“口腔门诊舒适无痛中心” ，去

年一年完成该项治疗近千例。

会不会有家长谈麻色变呢？

“现在的家长观念很开放，对于全

麻并没有那么重的抵触心理，也有

不少家长全方位求证全麻的安全

性之后，才会带孩子来接受全麻口

腔治疗，当然，我们也很乐意向家

长们解释全麻技术的安全性。 ”李

科教授表示。

（本报记者 张梅）

治疗室内，改变了以前又哭又喊的揪心情景

“静音”治疗牙齿 娃娃不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