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贵阳市气象台消

息， 本周后期受强冷空气影响，全

市将转为阴雨天气，气温骤降。

昨日贵阳市多地出现小雨天

气， 早晨 07 时东山气象站气温为

10℃，而市区在 13℃左右。在本周，

预计前期全市以阴天为主，夜间有

小雨， 中期有短暂的多云天气，后

期受强冷空气影响， 转为阴雨天

气， 气温骤降， 最低气温在 5℃左

右， 最高气温在 22℃左右。 具体

预报为: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阴

天，夜间到早晨有小雨，气温 10–

15℃；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小雨

转阴天，气温 10–17℃。

贵阳市气象台专家提醒，本

周后期受强冷空气影响，全市转为

阴雨天气，气温骤降，公众请注意

适时增添衣物，避免感冒等疾病的

发生；同时，降温降雨导致路面湿

滑、多雾，相关部门注意防范，广大

驾驶员在行经雨雾路段时，注意减

速慢行，合理使用灯光。

（石奎 实习记者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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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核贵阳市 2018 年取水用水计划的通知

各区县（市）水务局、农水局及节水办，自来水、自备水用水单位及个人：

根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 460号令）及《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

意见 >》（发改价格〔2017〕1792号），结合《贵阳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相关要求，根据全市 2017年水资源现状及供水情况，我市 2018 年取水用水计划审核工作即

将开始，为确保年度取水用水计划下达工作按期有序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区自来水、市管自备水用

户审核地点及联系方式

1、云岩、南明、观山湖、经开、高

新（金阳园）、双龙区自来水用户，市

管自备水用户

审核地址：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

“水务局” 29号窗口(林城东路 9号)

��������联系电话：87987557����联系人：

杨 燕

咨询电话：85624173����联系人：

姚晓霜

2、花溪区自来水用户

花溪区节约用水办公室（花溪区

污水处理站 -清华路 64号）

联系电话：83851707���联系人：付

浩

3、乌当区自来水用户

乌当区节约用水办公室（乌当区

水务局 1楼 -育新路 59号）

联系电话：86410057��联系人：肖

洪飞

4、白云区自来水用户

白云区水务服务中心（白云区农

业水利局 3楼 -尖山路 47号）

联系电话：84600140��联系人：钱

璐

二、各区县（市）自备水、三县 -

市自来水用户审核地点及联系方式

1、南明区自备水用户

审核地点：南明区农水局（兴隆

西巷 152号南明区政务综合大楼 2 楼

5号）

联系电话：85512033�联系人：李

庆欢

2、云岩区自备水用户

审核地点：云岩区农水局（贵阳

市云岩区北京东路中天未来方舟

D12-B栋 1单元 17楼 -7号）

联系电话：86652046��联系人：吕

武

3、观山湖区自备水用户

审核地点：观山湖区农业水务局

（金麦社区 12楼）

联系电话：87980651��联系人：蔡

英

4、花溪区自备水用户

审核地点： 花溪区水务管理局

（花溪区行政中心 A228）

联系电话：83622923��联系人：龙

海

5、乌当区自备水用户

审核地点： 乌当区水务管理局

（乌当区育新路 59号）

联系电话：86410185��联系人：杨

希

6、白云区自备水用户

审核地点：白云区水务服务中心

（白云区农业水利局 3 楼 - 尖山路

47号）

联系电话：84600140���联系人：钱

璐

7、开阳县自备水、自来水用户

审核地点： 开阳县水务管理局

（开阳县城关镇开州大道）

联系电话：87250788����联系人：

刘新平（13809452762）

8、修文县自备水、自来水用户

审核地点： 修文县水务管理局

（修文县人民南路 144号）

联系电话：82322334��联系人：王

松

9、息烽县自备水、自来水用户

审核地点： 息烽县水务管理局

（息烽县虎城大厦 19楼）

联系电话：87724862��联系人：姚

云

10、清镇市自备水、自来水用户

审核地点：清镇市政务服务中心

2 楼水务管理局窗口 （百花新城路

口）

联系电话：82527744��联系人：王

蓉蓉

三、审核期限

1、自来水用户：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12月 15日

2、 自备水用户：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12月 31日

四、携带资料

1、自备水用户

(1)、取水许可证复印件；

(2)、2017 年度取用水总结与 2018

年度取用水计划报告 （含 2017 年度

取用水总结表和 2018 年度取用水计

划表）；

(3)、2017 年度水资源费缴费发票

复印件；

(4)、取用水单位营业执照（或组

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自来水用户

(1)、《贵阳市计划用水户计划本》

（若有遗失须单位书面申请进行补

办）；

(2)、计划本对应水表近期水费发

票复印件一张。

特此通知

贵阳市水务管理局 贵阳市节约用水办公室

2017年 11月 14日

本报讯 贵阳市残疾人 2018

年度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1

月)免费乘坐公交车卡充值及办理

工作已经启动。 本次充值及办理时

间为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24 日，过

期不予补办，贵阳市残联特别提醒

广大残疾人抓紧时间办理。

“此次办理工作针对已有免费

乘车卡的残疾人和尚未办卡的残

疾人。” 贵阳市残联组联部介绍，已

办有免费乘车卡的残疾人，主要是

充值； 符合条件且尚未办卡的，可

持 《残疾证》 等相关证件材料办

理。

这次办理范围是：贵阳市云岩

区、南明区、观山湖区、乌当区、白

云区、花溪区等 6 城区户籍的持证

残疾人；长期居住在贵阳 6 城区的

清镇市、开阳县、修文县、息烽县和

非贵阳市户籍的持证残疾人，需持

《残疾证》和《贵阳市居住证》或

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充值或办卡的

残疾人，请持身份证和《残疾证》

等前往居住地所在居委会或社区

服务中心登记办理。

贵阳市残联组联部表示，对于

一级全盲的盲人朋友，可不办理免

费乘车卡，持《残疾证》可直接免

费乘坐公交车。 同时提醒，到本月

30日，免费乘车卡里尚未用完的乘

车次数将清零。

相关咨询电话为：

贵阳市公交集团 85975531；

贵阳市残联 85849844；

南明区残联 85862743； 云岩

区残联 86856744；

白云区残联 84603829； 花溪

区残联 83150572；

乌当区残联 86840481； 观山

湖区残联 84854277；

清镇市残联 82524806； 开阳

县残联 87229611；

修文县残联 82370107； 息烽

县残联 87725540。 （曾秦）

时间截止本月 24日;一级全盲者，持《残疾证》可直接免费乘坐公交车

2018年度残疾人乘车卡开办

本报讯 11 月 14 日下午 14 时

至 15 时，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贵阳中医二附院红岩医院儿

科主任、副教授陈竹，将值守本报

“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就如何防

治小儿腹泻的话题，与读者交流。

陈竹表示，小儿腹泻是一种较

为常见的胃肠疾病，主要分为感染

性与非感染性。 如发热、呕吐、腹痛

等均是该病的典型症状，对于一些

病情较为严重的患儿，甚至还会出

现脱水、精神不振，进而影响孩子

的身体发育。

也正是由于该病较为常见，为

此有的家长总喜欢给患儿自行服

用一些止泻药，认为腹泻如同感冒

一般，只是小病，并不需要进医院

治疗。 殊不知，这样的做法是极不

科学的，原因在于一旦孩子服用了

不当的药物，很可能对小儿的肠胃

健康造成较大的损伤。

那诱发小儿腹泻的原因有哪

些？ 中医方面有哪些科学有效的止

泻方法和手段？ 如何防止小儿腹泻

期间的脱水？ 以及在日常生活中，

该如何做好小儿腹泻的防治工作？

针对此类问题，11 月 14 日下午 14

时至 15 时， 读者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可关注

“健康森林”（gz-myt） 微信公众

号后， 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发送。

本报将把问题转给专家，并在贵阳

晚报“健康森林” 版面刊登专家的

相关解答内容。

（本报记者 王杰）

中医二附院儿科专家今日值守“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

防治小儿腹泻 来听专家如何说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阳市跆

拳道协会获悉 ，11 月 17 日 --19

日， 贵阳市跆拳道锦标赛将在贵阳

顺海全民健身服务中心“开打” 。

据悉， 本次比赛由贵阳市体育

局主办，贵阳市体育中学承办。比赛

将以各区（市、县）为单位成立代表

队参赛，运动员将按照年龄、性别、

体重等分为甲乙丙组“捉队厮杀” ，

个人赛录取前八名、 团体赛录取前

三名颁发奖励。 （黄镇华）

贵阳市气象台预计

本周后期 贵阳低温阴雨

本报讯 中国·从江第十四届原

生态侗族大歌节暨黔东南州第七届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 11 月 28 日

在从江举办。

据介绍，中国·从江第十四届原

生态侗族大歌节期间， 将举办黔东

南州第七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旅游

项目观摩、 黔东南州旅游工作推进

大会、 黔东南州文化旅游推介暨产

业招商会等活动。 （梁雨 吴如雄）

贵阳市跆拳道

锦标赛周末开打

从江县将办

侗族大歌节

本报讯 11 月 18 日至 19 日，

2017环梵净山国际公路自行车邀请

赛将在思南县、江口县举行。

本次“环梵赛” 将有来自包括

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

国及我国国内多地共计 25 支专业

车队、150余名运动员参赛。 另有山

地 3 个组别的近 800 名选手同场竞

技。 （本报记者 陈问菩）

环梵净山自行车

邀请赛周末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