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贵阳水务集团发

布停水公告， 为确保白云区正常供

水，需对供水管网实施迁改。12月 8

日（星期五）8:00至 12 月 9 日（星

期六）6:00， 白云区 7 个区域路段

将停水 22个小时。

具体停水区域为：白云南路与

金园路交叉口至粑粑坳沿线用户

（不包括艳山红水厂供水用户），

贵阳综保区、都拉营片区（含南方

汇通厂区及家属区）、产业大道沿

线用户、俊发城、都溪村、黑石头

村等区域。

与此同时， 相邻路段供水压力

将下降。 （本报记者 曾秦）

本报讯 12 月 6 日， 中国铁路

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原成都铁路

局）发布消息，12 月 20 日至 12 月

27 日，贵广高铁贵阳至南宁区间两

趟动车组停运。

具体停运时间为：

12 月 20 日至 27 日， 自始发

站起， 南宁东至贵阳北

D

3562 次

停运。

12 月 20 日至 27 日， 自始发

站起， 贵阳北至南宁东

D

3565 次

停运。

据贵阳北站方面介绍， 这两趟

动车组停运后， 贵阳至南宁区间还

有两趟动车组往返运行， 即

D

3569

次（贵阳北———南宁东）和

D

3566

次（南宁东———贵阳北）。

（本报记者 曾秦）

2017�年12月7日 星期四 编辑／版式 王霍 校对／ 陈颉

综合

ZONGHE

A05

北京茅台收藏馆彰显强大品牌影响力———

加大优惠 送豪华礼品 + 返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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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潮迭起。 由于收藏馆的综

合优势，众多市民慕名而来，在此成功变现。为了让更多

市民从活动中受益，收藏馆决定加大优惠措施，即收购

价格已经上调 10%，凡是成交 1 万元以上的市民，现场

可获得 500 元现金奖励。 同时开展送豪华礼品活动。

提高收购价言出必行 市民最有发言权

“一年来，来贵阳的收酒机构不少昙花一现，北京

茅台收藏馆却能在贵阳立足，并且影响不断扩大，实属

不易。 ” 不少市民在变现后，都对收藏馆的综合实力给

予了高度认可。 该收藏馆权威的专家阵容、公益的收购

目的、全国较高的收购价格、规范的收购程序和热情的

服务态度， 由此形成的综合优势是其长盛不衰的秘诀。

优惠活动加大了，促使不少犹豫不决的市民选择在收藏

馆变现，老酒保存难度大认清机会及时变现不吃亏。

补充购置礼品 让市民得到更多实惠

收藏馆开展的成交送豪华礼品活动， 得到市民的

充分认可，也是让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即变现金

额达到 3 万元的，直接送 42 寸品牌液晶电视一台，变现

金额达到 2 万元的，送品牌微波炉一台，所送礼品当场

兑现。 由于大额成交较多，主办方准备的礼品在短时间

内送完。近日，主办方又筹集了资金，补充购置了一批礼

品，送礼品活动继续举行。这意味着在此期间，市民拿老

酒变现，将享受到双重福利。主办方提醒，由于礼品数量

有限，送完为止。建议市民抓紧时间。现场还可交流安宫

牛黄丸，冬虫夏草，药酒，老阿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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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06年 1100-2300元

2005-1995年 2500-7200元

1994-1984年 7400-14000元

1982-1972年 15000-8万元

1973-1963年 7万元 -27万元

1962-1953年 �����������29万元 -360万元

本报讯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

发《贵州省城镇建设用地总量控制

管理实施方案》，明确从严控制城镇

建设用地总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推动城镇空间发展从外延扩张转向

优化结构。

据悉， 我省将坚持生态优先与

统筹兼顾原则，统筹考虑生态安全、

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从

严管控和有效激励相结合原则，因

地制宜制定差别化、 可操作的管控

制度； 坚持定期评估与适时监控相

结合原则， 针对不同区域环境承载

力、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定期开展全

域和特定区域评估， 适时监控重点

区域动态，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根据《方案》，全省将从严控制

城镇建设用地总量， 推动城镇空间

发展从外延扩张转向优化结构。

具体将从九个方面入手： 合理

确定城镇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目标、

统筹优化城镇布局、 调整优化城镇

内部结构、 完善与建设用地总量控

制相适应的准入制度、 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控制新增建设

用地、加大存量建设用地挖潜力度、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加强统计

监测能力建设。

为确保城镇建设用地总量控

制取得成效，全省将以城镇建设用

地规模、 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

面积等指标为重点，建立城镇建设

用地总量控制考核制度。 省国土资

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

改革委负责牵头组织对落实情况

的专项检查。

到 2020 年，国土空间开发强度

控制在 4.2

%

以内，城市空间面积占

全省国土总面积控制在 1.2

%

以内。

提高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率， 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降低 20

%

，

推动产业全面向园区聚集， 促进全

省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贵州省城镇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管理实施方案》出台———

严控用地总量 优化城镇布局

到 2020年，城市空间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控制在 1.2%以内

本报讯 据贵州省气候中心统

计， 今年 11 月全省平均气温在

5.5———18.7℃， 全省平均降水量

为 16毫米，较常年偏少 65.1

%

。

今年 11月，黔西南和黔南两州

南部平均气温在 16.0℃以上，其余

地区在 16.0℃以下。与历史同期相

比，除正安偏低 0.7℃外，其余地区

正常到偏高，其中六盘水市和黔西

南州局地偏高 1℃以上。 全省平均

气温为 12.2℃，较常年偏高 0.3℃。

全省降水主要出现在遵义市

西北部、铜仁市东部、黔南州中部

和黔东南州东部，降水量在 20毫米

以上。 与历史同期相比，全省降水

偏少，除毕节、贵阳两市东北部、黔

南州西部和遵义市西部降水偏少 5

成以下外，其余地区降水偏少 5 成

以上。 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16毫米，

较常年偏少 65.1

%

。

据省气象台预计: �12 月 7 日

夜间到 12月 8日白天，全省阴天有

小雨，夜间西北部地势高处有冻雨，

夜间到早晨中西部局地有雨雾。

贵阳市预计 12 月 7 日夜间到

12月 8日白天， 小雨转阴天， 气温

3-7℃。 （本报记者 张晨）

今年 11月———

我省降水量 较常年偏少超6成

本报讯 12 月 6 日，贵阳特警

举行年终实战比武考核， 来自全

市各区县公安局的特警代表聚

集， 就射击科目和综合体能科目

展开比拼。

上午 9点 30许，射击科目在贵

州省预备役师射击场举行。 双人协

同应用射击分为首发命中、移动射

击和掩体射击 3个环节。 首发命中

环节用气球模拟目标，队员到达射

击位置后，必须“一枪毙命” ，若第

一个科目没有过关，接下来成绩为

零；第一个环节结束后，向右横移，

通过掩体边移动边射击，考验队员

在实战中保护自己， 又能打击敌

人；最后一个环节是利用掩体进行

射击，主要考验队员在卡弹、子弹

打完等突发情况时，在另一名队员

的掩护下换弹夹，补充弹药，交换位

置继续作战。

综合体能科目主要考核队员体

能素质及队员间的相互协同配合能

力。 400米跑道被分为四段，每组队

员先后进行扛圆木、 提 90 斤弹药

箱、抬 120斤的模拟负伤队员奔跑，

随后进行枪支分解结合， 以上四个

环节完成后， 最终奔跑冲刺回起跑

点，完成比拼。

据了解， 本次实战比武考核旨

在全面检验贵阳市特警队伍综合实

战技能水平， 加强公安特警队伍素

质教育培训是提高民警综合能力的

基础和根本， 进而提高贵阳特警维

护林城贵阳社会治安大局稳定的能

力和水平。

经过 3小时的角逐， 实战比武

考核结束，长短枪互换射击最好成

绩为 21 秒，综合体能最好成绩为 2

分 26秒。

（张鹏 /文 王弘扬 /图）

贵阳特警展开年终实战大比武

本报讯 12 月 6 日， 记者从贵

阳市公安交管局获悉，12 月 9 日

起， 同城大道与东林寺路交叉口

（210 国道与东林寺路交叉口）实

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

按照同城大道道路改造工程的

施工安排，从 12 月 9 日起将占用同

城大道与东林寺路交叉口 （210 国

道与东林寺路交叉口） 进行施工。

为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周边道路

安全畅通， 届时将对同城大道与东

林寺路交叉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具体交通管制时间为：12 月 9

日零时起至 2018 年 1 月 30 日止，

同城大道与东林寺路交叉口实施临

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从长岭

北路方向往贵遵路方向的车辆请从

金朱东路或白云南路通行。 贵阳交

警提醒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行车线

路，做好出行安排。

（本报记者 李强）

本报讯 寒冬时节即将来临，

中国南方电网贵州公司提前安排

部署今冬明春防抗冰雪工作，保障

贵州电网冬季安全稳定运行和充

足可靠供电。

截至 11 月底， 贵州电网公司

已在全省供电范围内布点各类融

冰装置共 90 套， 其中固定式融冰

装置 30 套、 车载式直流融冰装置

20套、融冰变压器 40 套；在 110 千

伏及以上供电线路布点安装覆冰

在线预警终端 256 套，在高海拔重

冰区设置人工观冰点 983 处，结合

人工观冰和在线监测手段， 实现

110千伏及以上线路重冰区覆冰观

测全覆盖，并同步覆盖与铁路和高

速公路存在交叉跨越的 15 毫米及

以上冰区点 387处。

贵州电网公司还组织对 10 千

伏及以上线路编制“一线一策” 融

冰方案，其中主网 220 千伏、500 千

伏线路编制完成融除冰现场处置

方案 463个，30套固定式直流融冰

装置“一站一策” 方案也已编制完

成，确保覆冰期间线路融除冰行动

有序开展。

寒冬覆冰期间，贵州电网将每

日定时收集 10 千伏及以上线路覆

冰观测信息，每日编制报送防冰日

报，根据线路覆冰情况适时启动雨

雪冰冻灾害预警和应急响应。

（杨彬 本报记者 曾秦）

12月 20 日至 27日：

贵阳至南宁区间

两趟动车组停运

本周五早上 8 时起：

白云区7个区域

停水22小时

210 国道与东林寺路

交叉口———

12月9日起

禁止车辆通行

贵州电网备战防

冰抗冰———

近千处观冰点

专盯线路覆冰

枪支组装考核

将实弹装入弹夹

准备就绪

比武考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