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组织开展贝类产品经营质量

安全专项督查。相关负责人表示，贝

类产品销售者应当在摊位 （柜台）

显著位置如实公布贝类产品名称、

产地、供货商等信息，不得采购和销

售来源不明以及禁止采捕和销售区

域的贝类等。

检查中， 针对贵州渔樵水产品

综合市场、 新路口农贸市场及沃尔

玛超市、 华联超市的贝类产品经营

户， 以及一家餐饮企业等贝类产品

销售环节和餐饮服务消费环节进行

督查。检查发现，两家贝类经营户缺

少进货台账，但保留有进货票据，可

以追溯来源； 两家贝类经营户进货

台账信息不全。对于问题单位，监督

部门当场下达监督检查意见书，要

求立即整改。

（本报记者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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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十字及纪念塔地下商

业项目广告位代理招租”

竞 争 性 谈 判 公 告

贵阳市金阳建设投资集团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委托贵阳实创建设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就 " 大十字及纪念塔地下商

业项目广告位代理招租 " 进行国内竞争

性谈判， 欢迎具备资格的广告代理公司

投标人于 7 月 17 日 -21 日前来报名竞

谈,�详细谈判内容咨询招标代理机构（联

系电话 0851-85977367）。

贵阳市金阳建设投资集团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17 日

保存不当老茅台成废品，抢救老酒刻不容缓———

北京茅台收藏馆为市民保存老酒支招

��������" 如果不是拿过来请专家鉴定， 我真想不到我

家这瓶 1966 年老茅台跑酒很严重，再放下去要成为

废品了。 "连日来，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

酒店七层黄杨厅开展的 " 老酒变现抽大奖 " 活动如

火如荼进行中。主办方提醒市民，近期这遇到的由于

保存不当而导致价格大大贬损的老茅台数量明显增

加，仅在上周就有 70多瓶这种情况。在惋惜之余，建

议市民尽快把老酒拿到现场请专家鉴定， 发现问题

以便及时挽救。

保存不当 一瓶 50年老茅台损失 10万元

7 月 8 日下午，70 岁的市民李大爷拿来了一瓶

1966 年产的茅台酒到现场，经余洪山专家鉴定，这是

真品，但由于当时包装技术不成熟，导致酒水挥发，瓶

外的商标也有破损，收藏价值丧失严重。 如果品相好

且没跑酒，这瓶酒价值至少 20 多万元，但现在价值只

有几万元。 如果再这样放下去，这瓶酒就会成为废品。

李大爷说，" 不懂保存老酒的方法，这次幸亏及时拿来

鉴定，决定卖给收藏馆，要不损失更大！ "

������老酒保存专业性强 尽快变现避免损失

专家提醒市民，对于老茅台的保存，有很强的专

业性。 老酒的保存需要特定的环境和温度，以及方法，

越是年代久远的老酒，保存的条件要求越严格。 普通

人大多不懂得这些专业知识。 如果保存不当，会随着

时间推移发生品相破损和跑酒，价值随之降低，甚至

变成废品，其造成的损失少则上万，多则几十万。 因

此，尽快鉴定变现是最好的选择。

市民不妨把家中老酒拿到现场请专家看看，这样

能为您挽回损失，北京茅台收藏馆这里不仅开出的收

购价高，而且还能抽大奖，最高奖 2000元现金，说不定

还能带来惊喜。

注：本活动只在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进行。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路

黔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盛夏时节， 位于乌蒙高原的威宁自

治县板底乡， 连片种植的苦荞渐次进入

花期。 不同品种、花期不一的荞花，在海

拔 2000 多米的高原山地上，勾勒出粉红

浪漫的场景。

据了解， 苦荞是威宁自治县的传统

农作物， 也是贵州省重点扶持的杂粮项

目，全县种植面积 16 万亩，年产苦荞 2.6

万吨左右。

照片拍摄地，是海拔 2200 多米的板

底彝族乡雄英村， 这里拥有全县最大的

一块苦荞种植地，面积约 3000亩。 眼下，

当地正尝试把传统苦荞种植， 与异族风

情、非物质文化遗产撮泰吉结合，探索脱

贫的新路子。 本报记者 黄黔华

据新华社电 7 月 15 日下午，

来自香港、澳门、广东、湖南的 2000

余人大型旅行团分乘 ３ 趟高铁相

继抵达贵阳北站，开启他们的贵州

“避暑之旅” 。

此次旅行团由贵州一家旅行社

携手香港 20多家旅行社共同组织，

游客们将参加 7 月 17 日在贵州六

盘水市举办的中国民间彝族火把

节。 旅行社在贵阳北站为到来的游

客举行了欢迎仪式，由 10多名侗族

青年男女组成的欢迎队伍载歌载

舞，对游客表示热烈欢迎。

据这家贵州旅行社负责人介

绍， 此次旅行团行程将覆盖贵阳、

六盘水、安顺、黔南等地的大部分

著名景区，届时游客们将对贵州的

原生态民族文化和秀美风光有深

度体验。

来自香港的汪先生是一位资深

的驴友， 这是他第七次来贵州旅游，

来到贵州避暑成为他和家人近年来

的选择。“便利的交通、宜人的气候和

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我们选择来

贵州旅游的主要原因。 ”汪先生说。

来自澳门的陈先生是第一次来

贵州旅游，他说，最吸引他的是贵州

秀丽的自然风光，是“真山真水”的

黄果树大瀑布和原生态的民间彝族

火把节。

近年来，避暑旅游成为贵州旅

游发展的新特色。 据了解，今年，贵

州省将组织 9个市州和贵安新区分

赴多个省区开展夏季旅游宣传推介

活动，并推出一系列旅游优惠政策，

吸引外地游客。

本报讯 据贵阳市气象台消

息，预计未来一周（17-23 日）贵阳

气温依然较高， 以多云天气为主，

最高温 29℃左右，但总体说来贵阳

市温度还算凉爽。

贵阳上周（9-16 日）前期多分

散性降水天气, 且局部地方出现暴

雨， 所以上周刚开始气温较为凉

爽。 但后期多维持多云天气，气温

明显有所升高，其中息烽站在 7 月

10日达到 31.3℃，为上周最高温。

未来一周贵阳市以多云天气

为主， 其中两天有分散性降水天

气，温度短暂降低，较为凉爽。 具体

预报：17、18 日为多云天气，最高温

为 29℃；19、20 日因有分散阵雨或

雷雨天气，温度稍有下降，最高温

为 28℃； 从 21 日开始至 23 日，温

度逐渐上升，最高温达到 29℃。 总

体说来贵阳温度较为凉爽，根据市

气象局资料，2017 年 6 月平均气温

20.2℃，最高气温 28.9℃，而十年间

最高温出现在 2016年 8月，温度为

33.7℃， 相信爽爽贵阳宜人天气还

将持续。

（石奎 实习记者 李思苑）

本报讯 7月 16日，在湖北省黄石市举行

的 2017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第六营

区小学组的比赛落下帷幕， 贵州小学生代表

队在 5个组别的比赛中获得 3个组别的冠军。

本次夏令营共有来自湖北、湖南、广西、

贵州四省的 300 余名小学生组成的 20 余支

球队， 参加开展了为期 6 天的运动员训练、

竞赛、选拔、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教练员培训

等活动。 贵州代表队此次共派出 52 名小学

生参赛，他们分别参加男甲、男乙、女甲、女

乙以及男女混合 5个组别的比赛。

贵州代表队在此次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共斩获了男甲、男乙以及男女混合三个组别

的冠军。其中，贵州代表队混合组以 9:3战胜

东道主湖北队获得该组别冠军。 男甲、男乙

两个组别中也是分别战胜东道主湖北队，获

得冠军。

带队负责人介绍，此次比赛中贵州代表

队的同学们发挥出较高水准， 虽然女甲、女

乙两个组别的比赛并未获得冠军，但参赛的

女队员们在比赛中十分顽强，在运动场上赛

出了风格和水平。 （本报记者 陈华文）

本报讯 记者从瓮安县文化和旅游局获

悉，2017 年贵州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于 7

月 20日在瓮安开赛。 来自全省的 12支足球

队共计 260余名足球运动健将参赛。

2017 年贵州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由贵

州省体育局主办， 贵州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贵州省足球协会、黔南州体育局、瓮安县

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本次全省青少年足球锦

标赛是全省青少年男子足球最高水平的赛

事， 也是贵州省体育局主办的官方赛事，分

甲、乙组进行，其中，甲组有 8 支足球队报名

参赛，乙组有 4 支足球队报名参赛。 将分别

在瓮安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场、瓮安二

中足球场和瓮安职校足球场进行 26 场精彩

对决。 （陈辉碧 赵婧 本报记者 张仁东）

本报讯 7月 22日（下周六），

贵阳晚报携手玫琳凯（中国）有限

公司贵州分公司共同推出“我为妈

妈做件事”感恩亲子活动，通过孩子

为妈妈化妆， 旨在加深孩子与母亲

之间的沟通，促进家庭和谐。

此次活动， 面向全社会招募 12

个小学生家庭报名参与。 活动分为

三个环节，分别是：爱的分享、化妆

以及 T台秀。

所有参加此次活动的孩子在活

动前， 需要亲手为母亲制作一份礼

物。 在“爱的分享” 环节，孩子将把

礼物送给母亲， 并说出内心最想告

诉妈妈的话。在化妆环节，彩妆老师

教孩子给母亲化妆完毕后， 母亲将

牵着孩子的手走上 T台， 秀出美丽

容颜。

所有参与此次活动的孩子将获

得一份由贵阳晚报与玫琳凯 （中

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共同盖章

认可的假期实践证书， 母亲将获得

一份由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贵

州分公司提供的精美礼物。

活动时间：22 日下午 14 时至

16 时；招募条件：小学生家庭；报名

电话：18083613926；报名时间：即日

起至 20日。 （本报记者 李慧超）

好多外地客 组团来黔避暑

日前，来自香港、澳门、广东、湖南的 2000余名游客乘动车抵达贵阳

16万亩荞麦花开

本周贵阳天气依旧凉爽

◎ 相关新闻

彝族青年男女在荞花地里对唱

威宁自治县板底乡：

彝族姑娘在荞花地里自拍

贵州小学生代表队

斩获三个组别冠军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赛小学

组比赛落幕：

赛场比拼

贵州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开赛：

260余名青少年

瓮安赛足球

招募小学生

为妈妈做件事

本报携手玫琳凯公司

推出感恩亲子活动：

贝类市场迎检

四商家被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