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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共建肿瘤医院

本报讯 昨日下午，第六

届“贵州邮政杯” 业余围棋

公开赛在贵阳棋院落幕，在

最后冠亚军决赛中， 张泽君

击败上届冠军得主蒲奕斌捧

杯， 这也是他一周内夺得的

第二项冠军———在本月 6 日

他完成省棋王赛四连冠。

全省各地共 256 名围棋

选手参加了本次比赛， 经过

三天八轮的单败淘汰赛，最

终张泽君、蒲奕斌、李波、谢

云松、秦谋、袁树强、徐劲涛

和王文获得前八名。 赛后，赛

事主办方为前八名颁发了奖

杯、奖状和奖金，其中前三名

分别奖励 10000 元、6000 元

和 5000元。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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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宾阳大道北段项目建设需要， 位于观山

湖区金麦社区下麦村一组、二组、三组、四组、五

组（黄土田、小团坡园）范围内的坟墓需要迁

移。 请上述范围内坟墓的坟主于 2017年 10月

27 日前尽快到我单位办理有关迁坟手续，并将

坟墓迁移，逾期施工单位将按无主坟处理，我中

心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李俊

联系电话：15685412345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金麦社区下麦村村委会

迁坟公告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Ｏ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因观储 -2017Z-01 地块 （将军山地块）建

设需要，位于观山湖区金麦社区下麦村二组、三

组、四组、五组、六组（大坝、尖坡脚、大坡脚、团

坡沿、敖大河、黄泥田、老湾塘）范围内的坟墓

需要迁移。请上述范围内坟墓的坟主于 2017年

10 月 27 日前尽快到我单位办理有关迁坟手

续，并将坟墓迁移，逾期施工单位将按无主坟处

理，我中心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李俊

联系电话：15685412345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金麦社区下麦村村委会

催迁坟公告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Ｏ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因金百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项目建设需

要，位于观山湖区朱昌镇朱昌村将一组（芹菜

坝）范围内的坟墓需要迁移。 请上述范围内坟

墓的坟主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前尽快到我单

位办理有关迁坟手续，并将坟墓迁移，逾期施工

单位将按无主坟处理，我中心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王国发

联系电话：13595041108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朱昌镇朱昌村村委会

催迁坟公告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Ｏ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本报讯 贵州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网站近日发布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网上公示名单 （2017 年第 3

号），拟批准的 6个景区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公示的这 6个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分别是：1.贵阳市修文县中国

阳明文化园旅游景区；2.遵义市桐

梓县杉坪旅游景区；3.遵义市汇川

区海龙屯旅游景区；4.遵义市绥阳

县红果树旅游景区；5.六盘水市盘

州市娘娘山旅游景区；6.黔西南州

晴隆县史迪威·24道拐旅游景区。

中国阳明文化园旅游景区，由

阳明文化广场、 阳明洞遗址区、王

阳明纪念馆、 张学良陈列馆等构

成。 全力打造龙场驿站综合区、主

题小镇、文化休闲住区、养生度假

区、阳明文化核心区、文化产业住

区等六大功能区。

桐梓杉坪旅游景区， 不仅有

20 多个品种的花卉苗木构成的

3500 亩花海，还有花瀑、花廊、花

墙、花道，以及空中索道、大风车等

一系列全新景观景点。

海龙屯旅游景区，拥有历史悠

久的土司文化， 还有茂密的植被，

既可以了解历史知识，又可以作为

大自然的天然氧吧，不失为适合全

家出游的景点。

红果树旅游景区，不仅拥有多

种珍稀动、植物，更有国家一级保

护植物红豆杉，除此之外，由于景

区内的特殊地形丰富，瀑布、河流、

溶洞、 森林与奇山怪石为一体，可

说是贵州山水风光的荟萃之地，有

着“贵州地质博物馆”之美誉。

娘娘山旅游景区，包含六车河

大峡谷、天生桥、水爬坡、水帘洞等

卡斯特地貌景观，集农业观光和休

闲度假为一体。 现已建成猕猴桃、

刺梨、蓝莓基地和科技大棚，天山

飞瀑景区、银湖广场。

24 道拐旅游景区，由二十四道

拐公路、观景台、安南古城、美军加

油站、马帮山寨、史迪威小镇等组

成。 其中二十四道拐公路是景区核

心部分，抗战期间，成为盟军中缅

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是中美军民团

结抗战的象征，被誉为抗战的生命

线。

（本报记者 陈问菩）

贵州六景区 要奔“4A级”

遵义 3个，贵阳、六盘水、黔西南各 1个

第六届 “贵州邮

政杯” 业余围棋公开

赛落幕

棋手张泽君

一周两夺冠

本报讯 近来，惠水县雅水镇硐

房村成功引进 200 亩蔬菜育苗种植

示范基地、10 万元的林下绿壳蛋鸡

养殖区、100 余亩黑毛猪生态养殖

基地、大果油茶和冰桔种植等项目。

据悉，这些成果的取得，东大肛肠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

2014 年，在一类贫困村硐房村

时任第一书记白昌学的努力下，硐

房村与贵阳东大肛肠医院结成“帮

扶对子” 。 东大肛肠医院负责人先

后数十次前往硐房村， 为住在危房

中的村民修建新房，发放食用油、大

米、家用电器等生活必需品；成立油

菜种植基地， 为精准扶贫户购买黑

毛猪仔，高价回收农作物，鼓励村民

发展种养殖业； 帮助贫困村民免费

体检、 治疗。 工作组还通过电商渠

道，将该村的有机大米、核桃、黑毛

猪、 鸳鸯鸭等无公害土特产品销售

到城市。当地政府对这种“造血式”

帮扶给予了充分肯定。（本报记者）

本报讯 10 月 11 日，贵州赤天

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丁林洪

与美国阿莱恩斯医疗服务公司

（Alliance� Healthcare� Services）董事

格雷·斯普尔洛克在贵阳举行会谈，

双方重点就引入高端医疗及国际平

台医院项目进行了深入沟通， 达成

一致并签署了相关框架协议。

阿莱恩斯医疗服务公司（Al-

liance� Healthcare� Services） 是全美

领先的外包医疗健康服务提供商，

服务于全美 1100 家医院及医疗机

构。 该公司主要运营独立于医院及

医疗机构的放射门诊、 肿瘤治疗和

介入治疗服务, 以及移动治疗中心

(ASC)。 公司通过下属的影像部门、

肿瘤放疗部门、介入治疗部门，为患

者提供放射诊断、 肿瘤放疗以及介

入和疼痛管理等医疗服务。

此次合作， 双方准备在贵阳合

资建设肿瘤医院， 阿莱恩斯医疗服

务公司将进行相关医疗管理、 技术

及人才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 赤天

化集团将把阿莱恩斯优秀的放射及

肿瘤治疗服务引入中国， 在为患者

提供国际一流医疗服务的同时，促

进贵州乃至中国肿瘤治疗服务及管

理水平与国际接轨。

丁林洪表示，通过与阿莱恩斯、

GE 医疗等项目合作进入高端医疗

行业， 赤天化集团正逐步完成大健

康产业战略布局。新医药、大健康是

赤天化集团未来的投资重点。 企业

将在稳步推进化工项目发展的同

时，进一步创新思路，强化融资，大

力推动新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

格雷·斯普尔洛克表示，“我们

希望将中国医疗市场的综合需求与

中国文化相结合， 打造一个具有中

国特色的国际医院。 ”

据了解， 赤天化与美国阿莱恩

斯医疗服务公司在贵阳成功建设肿

瘤医院之后， 将在全国六大片区逐

步复制推广。 （本报记者）

先进肿瘤医疗

有望落户贵州

东大肛肠医院

助力山区脱贫

当地政府对这种 “造

血式”帮扶给予充分肯定

二十四道拐公路(资料图）

本报讯 记者从市爱卫办获

悉，10 月 11 日，贵阳市各区（市、

县）将统一在居民小区等场所集中

投放鼠药，为此，贵阳市爱卫办提

醒， 托幼机构和家长要加强防范，

防止发生误食鼠药中毒事件。

据市爱卫办有关专家介绍，为

防止发生鼠传疾病，将在春季开展

灭鼠投药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全市

秋季灭鼠投药。 贵阳地区今年投放

鼠药的重点场所为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粮库、市场、商场、宾馆、饭

店、浴室、影剧院、医院、学校、火车

站、汽车站等；投放重点区域是食

品加工操作间、售货厅、食品药品

仓库、垃圾池、垃圾中转站、垃圾填

埋场、公厕外围、农贸市场、畜禽宰

杀场、房屋拆迁工地、公园绿地、河

湖两岸、居民院落、楼道、煤棚和杂

物堆放处。

专家提醒，今年使用的溴鼠灵

灭鼠毒饵外观为红色或绿色谷物

颗粒、红色圆形蜡块，托幼机构和

家长必须加强防范， 杜绝小孩误

食。 一旦出现误食鼠药的情况，应

立即去医院注射维生素 K1解毒。

（本报记者 张梅）

秋季灭鼠 贵阳统一投药

市爱卫办提醒托幼机构和家长加强防范

据新华社消息 “贵州民族传

统服饰展” 开幕式 10 日在位于塞

纳河畔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此次展出的是贵州省苗族、侗

族、布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服饰，

包括百褶裙、银饰、童装、刺绣等。

所有展品均由法国汉学家纪可梅

和 “迈向中国” 协会会长利昂内

尔·亨利提供。

贵州民族服饰 巴黎开展

包括少数民族百褶裙、银饰、童装、刺绣等服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