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想看生态摄影大片吗？

想听动植物故事吗？ 10 月 14 日至

15 日、21 日至 22 日的两个周末，贵

阳市 2017 年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

活动———劲草生物多样性嘉年华·

贵阳站将在贵州省科技馆举行。

此次生物多样性嘉年华活动由

贵阳市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和阿拉

善 SEE 公益机构共同主办， 贵阳市

野生动植物管理站、 贵州省科技馆

承办， 此前该项活动已在广州、深

圳、福州、北京等地举办了多场，广

受好评。

活动期间， 生态摄影图片展将

在 10 月 14 日至 15 日，10 月 21 日

至 22 日的每天上午 10 点至下午 4

点进行展览。 展览的图片由全国生

态摄影师、 生态保护机构以及贵州

本土生态保护工作者等提供， 共有

120幅高品质自然影像展出。

10 月 14 日 10:00-12:00 将举

行专题讲座， 主办方邀请了三位一

线的生物多样性守护工作者， 让他

们分享图片背后的故事， 倾听他们

的亲身经历。 其中，专题一为《贵州

自然之美》，由贵州省野生动物和森

林植物管理站长冉景丞进行讲述；

专题二为《潮汐之间》，由中国红树

林保育联盟理事长刘毅博士进行讲

述；专题三为《水下和夜晚的微观世

界》，由贵阳黔仁生态公益发展中心

陆小龙讲述。

（本报记者 陈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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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云岩区枣山路 95号天怡豪生大酒店 7层黄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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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台老酒年代 成交参考价

2008-1998年 2000-4800元

1996-1987年 6000-12000元

1986-1976年 14000-40000元

1975-1960年 50000-40万元

1959-1953 ���������50万元 -360万元

北京茅台收藏馆再放大招———国庆活动延期至 20 号

收购价格再次上浮 现金奖励不断

��������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大酒店 7 层

黄杨厅开展的“老酒变现活动”品牌效应彰显。由

于收藏馆在价格、服务、口碑等方面形成的综合优

势， 已成为贵阳老酒界的一面旗帜。 国庆长假期

间，收藏馆再次推出利民新举措：收购价格在之前

公布的基础上已经上调 10%， 凡是成交 1 万元以

上的市民，现场可获得 500元现金奖励。

实惠绝不含糊 以真金白银来衡量

茅台收藏馆一直坚持信誉至上，8 月应市民的

请求， 向社会公布了各年代的老茅台酒成交参考

价，使得价格更加透明，此举得到了许多市民的认

可，接待人数持续攀升。 在国庆长假刚结束，为了

进一步体现收藏馆的行业品牌地位， 将更多的实

惠让给市民，收藏馆争取了一笔特别资金，再次推

出了加价让利举措，不虚报价格、不压价，保证比

之前的成交价格高，整箱的价格会更高。让市民得

到更大的实惠。

优惠活动仅延期十天 机会不容错过

由于前来变现的市民比较多， 应市民需求此

次特殊政策延期到 10 月 20 日结束，21 日价格就

恢复到原来水平。老酒保存难度大，条件要求比较

高，并非存放时间越长越值钱。 长假出游之后，不

妨来收藏馆看看。这里定能给您意想不到的惊喜。

现场还可交流安宫牛黄丸，冬虫夏草，药酒，老

阿胶。

19时至 22时可办理 15项车驾管业务，位于花果园、世纪城、金华园、未来方舟

社区交管站 夜间“不打烊”

本报讯 昨日，贵州省纪委监察

厅网站发布消息，日前，贵州省纪委

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芈大伟

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2016 年 12 月 9 日， 贵州省纪

委监察厅网站曾发布消息称，“经

省委批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

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芈大伟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

受组织调查。” 2017年 1 月，芈大伟

被撤销政协第十一届贵州省委员会

委员资格。

经查，芈大伟违反政治纪律，对

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

函询时未如实向组织说明其问题；

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管党治党不力，严重失

职失责；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影

响为亲属谋利；违反生活纪律，与他

人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之便为

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通过打

麻将的方式与他人赌博。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的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审议

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芈大伟开

除党籍处分；根据《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公司员工违纪违规处分条例

（试行）》的规定，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公司决定给予芈大伟行政开除处

分。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芈大伟是安徽宿县人，1958 年

8 月出生，1977 年 6 月参加工作，

1987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贵阳市花溪奶牛场知青开

始， 芈大伟先后在贵阳市汽车配件

厂、 贵阳市电信局工作；1997 年 11

月起担任贵州省移动通信局局长；

1999 年 8 月开始任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 曾先后担任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

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

限公司党组书记、 党委书记、 董事

长、总经理；2016 年 12 月 2 日任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资深

经理（总经理级），政协第十一届贵

州省委员会委员；2017 年 1 月，芈

大伟被撤销政协第十一届贵州省委

员会委员资格。 （黔清风 周然）

本报讯 昨日，花果园、未来方

舟、世纪城、金华园 4个社区的贵阳

市公安交管局社区交管服务站夜间

服务点启用，市民可于夜晚 19 时至

22 时，在 4 个社区服务站办理补换

驾驶证等 15项车驾管业务。

昨日下午，南明区惠隆路花果

园 C 区 3 栋临街的社区交管服务

站夜间服务点正式启用。 第一个走

进服务点的市民名叫姚建贵，他住

在花果园，在二戈寨附近上班。 以

往，姚建贵要办理车驾管业务要请

假到交管局南明分局，现在下了班

就能在家门口办理业务。 当天，他

来更换驾驶证，3 分钟就领到了重

新制作的驾驶证。“太方便，太便民

了。 ” 姚建贵说完，对着办证民警竖

起了大拇指。

与花果园交管服务站同时开启

夜间服务的，还有世纪城社区交管

服务站（观山湖区世纪城龙贤苑 30

栋旁世纪城社区服务中心内）；金

华园社区交管服务站（观山湖区石

标路 91 号金华园社区服务中心

内）；未来方舟社区交管服务站（未

来方舟 F1 组团 4 栋 G 层车库进口

社区服务中心警务室旁）。

贵阳市公安交管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市交管局在 2012 年就在全

市建立了 15个社区服务站，方便群

众办理车驾管业务。 “我们的服务

宗旨就是让市民办事越来越方

便。 ” 该负责人说，随着技术、系统

不断完善，贵阳交警又进一步升级

服务，推出了现在的“群众下班我

上班，线上线下齐服务” 错时夜间

服务。

目前，4 个夜间服务点可办理

的驾驶人业务有：驾驶人期满换证、

驾驶证遗失补证、驾驶证损坏补证、

外地驾驶证转入、驾驶人自愿降照、

驾驶人提交体检表、驾驶人因地址

变化换证、驾驶人更改手机号码、驾

驶人因身体条件变化降照；机动车

业务有：变更联系方式、补换领行驶

证、补换领机动车号牌、核发免检合

格标志。

据介绍，下一步，贵阳市交管局

还将逐步在有条件的社区增设交管

服务站，以“互联网 +” 的服务模

式，进一步拓宽服务渠道。

（本报记者 李强）

市民正在办理车管业务

中国移动贵州公司原董事长芈大伟被“双开”

贵阳 “劲草生物多样

性嘉年华”周末举行：

周末相约科技馆

看生态摄影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