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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茅台收藏馆不惜重金下血本收购老酒 ———

现金大奖任您抽 豪华彩电直接送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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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动引爆夏日贵

阳，主办方推出三重大礼叠加回馈市民，即高价收购、

抽现金大奖，加上上周推出的送豪华大礼，即变现达到

3 万元的，送 42 寸品牌液晶电视一台；变现达到 2 万

元的，送品牌微波炉一台；变现达到 1 万元的，送品牌

豆浆机一台。7 天时间，已送出 7 台电视，16 台微波炉，

30 台豆浆机。

三重豪礼史无前例 大奖礼品当场兑现

收藏馆此次诚意十足，准备充分，不惜血本。 首

先，收购价格较之今年春节前提高了 10%，这样确保市

民卖给我们的老酒价格是行业最高的。 其次，以现金

的方式答谢成交市民，市民成功变现金额在 5000 元以

上，均可参加现场抽现金大奖，赢取 200 元至 2000 元

不等的现金，凡参加抽奖最低可以获得 200 元现金，中

奖率高达 100%。再次，又拿出重磅礼品送给成交市民。

变现达到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的，现场立即获得不同

的礼品。

老酒未经鉴定 我们不做虚假价格承诺

主办方表示，不少市民希望我们能够直接告知各

年代老酒的收购价格，我们理解市民的迫切心情，但是

决定老酒的价格因素有很多，即使同一年份的老酒，因

为品相和是否跑酒等情况不同，收购价格差别很大。所

以，市民只有将老酒拿到现场，经专家鉴定后，才能确

定具体的价格。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实物， 就简单报一

个价格给市民，那是违背行业鉴定评估规律的，这样对

市民是不负责任的。

主办方所做的一切是确保市民把老酒卖给收藏

馆绝不吃亏，并且得到最大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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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他发现有人骑摩托车受伤，便驾车将其送医，不料与货车相撞

法官救人途中 遭遇车祸身亡

本报讯 8 月 11 日， 遵义市湄

潭县法院一位庭长， 在办案途中遇

村民骑摩托车摔伤。 在救下该村民

前往县城途中， 其所乘坐的车辆发

生事故，该庭长不幸遇难。

据悉， 这名遇难法官名叫党勇，

系湄潭县法院茅坪法庭庭长。8月 11

日，党勇带领另一名法官、一名书记

员到县城办案。途经湄潭县高台镇养

老院处，他们发现，一位村民骑摩托

车摔伤。 于是，党勇等人将该村民王

某扶上车，赶往县城医院救治。

15 时 35 分许， 当党勇等人乘

坐的车辆行驶至湄潭县黄家坝街道

大水井处时， 与一货车相撞发生交

通事故，党勇不幸在事故中遇难，年

仅 36 岁。 受伤村民仍在抢救中。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清镇女子法庭

探索柔性执法

专职从事婚姻家庭案件

的审理工作

据新华社 近日，贵州省一起“反

复违法闹访，不停斗气诉讼，7 年内 18

次处理未果” 的强制执行案件，经清

镇市人民法院“女子法庭” 的调解后

成功执行。 这是清镇市探索“女子法

庭”柔性执法的一次成功尝试。

2017 年 2 月，清镇市人民法院首

个“女子法庭”成立，专职从事婚姻家

庭案件的审理工作。

“我们成立‘女子法庭’ ，就是希

望能够充分发挥女法官温柔、心细、亲

和的优势，形成合力，使她们在审判工

作中更好地与当事人沟通交流， 更专

注地关心当事人的情感状况，用耐心、

细心、诚心将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

谈及成立“女子法庭”的初衷和意义，

清镇市法院院长舒子贵如是说。

据介绍，目前“女子法庭”的工作

还延伸到了强制执行、 未成年人犯罪

等案件的办理当中。 其中，以吴某、皮

某强制执行案的解决最为典型。

吴某和皮某是清镇市站街镇同一

个村的村民，原本邻里关系融洽和睦，

却因争夺一块临街空地的使用权，闹

得鸡犬不宁。从 2011年至 2017年，在

长达 7年的时间里， 两户人家数十口

人，反复违法闹访、不停斗气诉讼，政

府和法院前后沟通 18次，都未能缓和

他们的矛盾。

2016 年 9 月，清镇市人民法院依

法作出裁判， 判决皮某不得妨害吴某

合法使用土地。但是，皮某拒绝履行法

院的生效判决， 吴某到清镇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未果。 直到 2017 年 7 月 28

日，在“女子法庭” 的调解下，该案得

以成功执行。

“庭里有２名员额法官、４ 名法

官助理、一名书记员，全部都是女性，

我们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娘子军’ 。 ”

“女子法庭” 庭长程丹说，“但是，我

们‘巾帼不输须眉’ 。 ”

本报讯 6月底，全省 11个市级

统筹区通过省级平台接入国家异地

就医平台， 提前 2 个月全面实现国

家、省和市三级平台互联互通。截至

目前， 我省 111 家医疗机构接入国

家异地就医平台。

据了解，我省根据国务院关于

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总

体部署，及时出台《贵州省跨省异

地就医经办规程》、《贵州省跨省

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实施细则》 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开

辟“绿色通道” 及时为异地就医备

案人员制发社会保障卡，确保参保

人员就医顺畅； 加强经办能力建

设，举办培训 10 余期，培训经办人

员达 2000 余人次。 6 月底，全省 11

个市级统筹区通过省级平台接入

国家异地就医平台，提前 2 个月全

面实现国家、省和市三级平台互联

互通。

截至目前， 我省 111 家医疗

机构接入国家异地就医平台，与

30 个省份 4055 家医院实现跨省

住院刷卡结算。 省内异地备案登

记达 20 万人，跨省异地备案登记

达 3.4 万人。 省内异地就医累计

刷卡 350 万人次、结算费用 21 亿

元， 通过国家平台跨省异地就医

刷卡 66 人次、结算费用 155.3 万

元。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实现，

有效解决了参保群众异地就医报销

周期长、垫资负担重、往返奔波劳累

等难题。

（本报记者 段筠）

6月底，我省实现跨省异地就医，截至目前———

百余家医院接入异地就医平台

本报讯 昨日，市民才艺大赛之

“健身操比赛” 在筑城广场展开了

第二场比赛。 来自贵阳市各区市县

的 9个参赛队展开了比拼。

据了解, 本场比赛项目为排舞

比赛， 每个参赛队要分别表演规定

动作和自选动作两个部分。 首先进

行的是规定动作《墩墩舞》的比赛，

随后是自选项目的比赛， 由评委进

行现场打分。

踏着欢快的节奏， 白云区代

表队的老阿姨们第一个上场，跳

起了排舞《墩墩舞》，充满活力的

舞姿、自信的笑容，带动了现场的

气氛。

自选环节， 南明区代表队表演

的《走进北京》，以优美的舞姿，多

变的队形，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紧接着，《舞动中国》、《打靶归

来》、《草原上的阳光》 等纷纷登上

舞台，尽情展现筑城人的风采。

8月 19日，健身操比赛第三场

将在筑城广场继续上演。

（本报记者 孙鲁荣）

市民才艺大赛之“健身操比赛” 展开第二场比赛

9支参赛队 登台“比舞”

神经外科专家 汇聚贵阳论道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六次学术会议在筑举行

本报讯 8月 10日，由中华医学

会及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主

办， 贵州省医学会和贵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共同承办的中华医学会神

经外科学分会第十六次学术会议暨

第一届“仁心杯” 神经外科微电影

节在贵阳举行。

据了解， 此次会议是全国神经

外科学术大会首次在贵州省召开，

共邀请到国内外知名专家 200 余人

前来授课、 交流及分享神经外科在

临床、 基础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展

和成就， 对神经外科领域的热点问

题进行深入讨论和经验交流， 进一

步搭建国际及国内神经外科学术交

流平台。 （本报记者 张梅）

车祸现场 党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