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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金清联络线（干井段）项目建设需要，位

于观山湖区金华镇干井村三组（雷打石）范围

内的坟墓需要迁移。 请上述范围内坟墓的坟主

于 2017 年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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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元

联系电话：13310402856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金华镇干井村村委会

迁坟公告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Ｏ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因金朱医院（省医）地块涉及德华学校教育

用地建设需要，位于原金华农场（小地名:四大

队苗场）范围内的坟墓需要迁移。 请上述范围

内坟墓的坟主于 2017 年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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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联系电话：0851-87981531

������联系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麦社区 14楼

迁坟公告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Ｏ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盛邦补发

自然 健康 有效

地址：花果园国际金融街 6 号 24 楼

电话：0851-85966065

������利安盛邦补发公

司； 专业解决各类脱

发、光头、疤痕，化疗及

白发患者，满意付款。

免费体验、免费设

计、量头定制出时尚秀

发。

公 告

由温州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工程

分公司承建的中天未来方舟高压线路改迁入

地（隧道、涵洞、竖井、电缆沟）工程，已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正式验收通过，并移交业主

方开始使用，质保期已过，目前项目已经结算。

请涉及该项目的劳务、物资、机械等各参与方

清理账目，如还有未结清的债务，请在公示期

内及时登记， 并出具相关票据和确认文件，逾

期未登记则视为债务已结清。 特此公示！

公示期： 自 2017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7

年 11月 20日止

联系人：沈先生，15209158543

温州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工程分公司

2017年 11月 14日

通 知

贵阳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冯超

同志自 2014 年 3 月由于本人原因申请离开

公司，并与公司签定相关协议，但其本人至

今从未履行协议约定义务，现请冯超同志在

本通知刊登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速与单位

联系办理相关手续，否则公司将根据《劳动

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等有关规定予

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冯

超同志本人负责。

贵阳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 11月 11日

本报讯 遵义市红花岗区某信

用合作联社的职工， 以高月息为诱

饵，非法集资 468 万元。 这些钱，多

数被她用来赌博。 日前，红花岗区法

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其 12 年

有期徒刑。

胡某系一名“60 后” 女性，在红

花岗区某信用合作联社上班。 原本

有不错工资收入的她， 长期沉溺赌

博，欠下不少赌债。

2013年 4 月至 2014 年 10 月期

间，胡某以自己在信用社工作及开设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可投资“倒贷”获

利为名，开始向社会募集资金。

红花岗区法院审理查明， 胡某

以 3%至 4%不等的月收益为诱饵，共

计骗取 10名被害人 468万元。 这些

钱，除部分用于支付利息外，大部分

被她用于赌博和偿还赌债。

至 2014 年案发，胡某已支付各

被害人利息共计 116.19 万元 。

2014 年 9 月 12 日， 她归还被害人

吴某本金 40 万元。 2014 年 10 月，

因讨债的人太多，胡某为躲避债务

外逃。

被害人韩某等人发现胡某“失

踪” 后，向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

局报警。

2014 年 12 月，红花岗分局经立

案侦查，以胡某涉嫌集资诈骗罪，对

其进行网上追逃。 今年 3 月 21 日，

胡某被深圳市公安局福永派出所抓

获，并移交给红花岗区警方侦查。

今年 10 月份，该案在红花岗区

法院开庭。 11月初，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被告人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468 万元，

造成被害人实际损失 300 余万元，

数额特别巨大，构成集资诈骗罪。

法院经审理后， 判处其有期徒

刑 12 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责令胡

某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

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陈志春 本报记者 黄宝华）

信用社职工 集资诈骗468万

多数被她用于赌博和偿还赌债，被遵义市红花岗区法院判了 12年有期徒刑

本报讯 11 月 11 日至 12 日，龙

里县举行首届兰花盆景交易会，活

动吸引了上万兰花爱好者现场参

与。 其中一株兰花，叫价 400万元。

据馆内工作人员介绍， 在参展

或拿来交易的兰花盆景中， 最为引

人注目的是两盆取名为 “贵州红”

和“贵州龙” 的兰花，据说在贵州乃

至全国都极其稀有。

“其中，‘贵州龙’ 是惠兰的磷

生体，总共就五苗草，虽然还没开过

花， 但在惠兰的水晶玉和磷生体当

中，它就是独一无二的，大气十足。”

兰花爱好者王贵林介绍说， 从当前

市场价值来说， 大约是 80 万元一

苗，五苗大概要 400万元左右。

据介绍， 此次交易会现场成交

额达 1000余万元。

（龙毅 叶茜 本报记者 张仁东）

龙里首届兰花盆景交易会现场———

一株罕见春兰 叫价400万元

本报讯 11 月 9 日下午， 黔东

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一大队

民警在沪昆高速凯里西站执勤时，

发现一名男子准备上高速徒步行

走。 见此情形，执勤民警孙瑜、钟锐

赶紧上前将其拦下。

两人通过询问得知， 该男子来

自云南， 此前经朋友介绍去长沙打

工， 谁知被骗入一个类似传销的组

织，后因没钱被赶了出来。本来他准

备去贵州福泉投靠另一个朋友，谁

知又被“黑车” 司机扔在凯里。身无

分文的他不得已之下， 准备走高速

公路，徒步去 70公里外的福泉。

民警通过系统核实后，为其购

买了一些面包和水充饥，并将其带

到凯里客车站，为其购买了前往福

泉的汽车票，将他送上客车。

（向尧 孙瑜 吴如雄）

本报讯 11月 12日， 一辆轿车

在贵阳市新添寨被交警查获， 该车

因为长期违停被电子抓拍， 已经累

计记 83分，罚款 6400元。

当日， 为整顿新添寨城区车辆

的违停现象， 乌当区公安交管分局

民警展开夜查行动。

当晚 8 时 30 分左右，王警官在

新竹路附近对一辆违停轿车进行抄

告时， 从系统中发现该车违法情况

严重。

“有 67条交通违法未处理，要

被扣 83分，罚款 6400元。”民警说，

经过进一步查询， 他们发现该车大

部分违法行为是因违停被电子警察

抓拍，也因记分过多无法年审，车辆

已经脱审一年半。

据民警介绍，当日，他们联系上

车主，车主辩称是其儿子长期开车，

他并不清楚具体情况。

目前，这辆轿车已被交警暂扣，

将作进一步调查。 （李强）

轿车长期违停

要罚六千余元

共有 67条交通违法未处理

先是打工被骗， 去投靠朋

友又遭“黑车”甩下……

云南一男子

遭遇“人在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