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经过七天十三轮鏖战，

七彩云南·古滇名城第 31 届晚报杯

业余围棋锦标赛昨日落幕， 贵阳晚

报北极熊队三位参赛棋手在最后比

赛日取得了 6 战 5 胜的好成绩，最

终团体名次在 58 支参赛队中位居

第 25 位，冲段少年于苏豪在 172 名

参赛棋手中排名第 22 名，是三位参

赛棋手最高名次。

冲段少年于苏豪昨日又给我们

带来惊喜， 连克曹汝旭和唐崇哲两

大业余高手，最终 13 战 9 胜 4 负积

18 分，在 172 名参赛选手中排第 22

名。 于苏豪赢下的这两盘棋含金量

十足：曹汝旭在 2015 年获得第五届

陈毅杯中国业余围棋公开赛冠军，

独揽 12 万元冠军奖金，并且放弃升

入职业初段的机会； 唐崇哲则在

2016年第一届 700网晚报杯业余围

棋公开赛总决赛中夺冠，抱走 70 万

元奖金，令职业棋手都眼红。

老将徐劲涛昨日正常发挥，上午

的比赛遭遇代表潮州晚报队参赛的

贵州棋手周伟平，一番激战后中盘落

败。 下午重新抖擞精神出战，击败长

沙晚报队的谢洧， 总成绩是 13战 6

胜 7负积 12分，最终名列第 114名。

女将周昱杉昨日两连胜收官，

她先是在上午击败齐鲁晚报队的丁

海峰， 下午又战胜台湾棋院的李弘

玺，最终成绩是 13战 6胜 7负积 14

分，名列个人第 84名。

最终， 此次赛事鸭绿江队的赵

健男 13 战 12 胜积 24 分获得冠军；

新民晚报队的王琛 13战 11胜积 22

分获得亚军； 钱江晚报队的赵斐同

样是 13 战 11 胜积 22 分，因小分低

屈居季军。 （本报记者 刘传海）

本报讯 随着晚报杯正赛的结

束，今日职业、业余选手对阵名单水

落石出。由唐韦星、连笑、党毅飞等世

界冠军领衔的职业棋手将直面本届

晚报杯个人前六名选手的挑战。

李轩豪对阵王琛、 赵晨宇对阵

赵斐、辜梓豪对阵赵健男、党毅飞对阵

胡煜清、唐韦星对阵马天放、连笑对阵

吕立言。 六场职业选手和业余全国最

高水平选手的对抗， 究竟是职业选手

再度笑傲赛场， 还是业余高手在比赛

中创造奇迹？ 今日七彩云南·古滇名城

战船画舫上将给出答案。（刘传海）

本报讯 平时生活丰富精彩，但

用文字呈现，却不知从何着手……贵

阳晚报小记者团将再次牵手贵州中

艺太初倾力打造“我是小记者”寒假

作文特训班。 1月 15日至 30日，12

堂课，让孩子不再害怕写作文。

晚报小记者团将特邀具有丰富

采访写作经验的记者授课， 为孩子们

打通作文写作的“任督二脉” 。 同时，

资深编辑也将亲自操刀，从读者、阅卷

人、编辑、考官的视角，思考稿件的格

局、思想、创意。（本报记者 孙维娜）

开课时间：2018 年 1 月 15 日

至 1 月 30 日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半至 12点

上课地点：中山东路 25 号报业

大厦 26楼小记者团教室

招收学员：每班 20 名（根据小

孩就读的年级选择班级）

学费：2500元 /人， 一共 12 节

课（36节课时）。

报名地址：小十字报业大厦 20

楼晚报小记者团办公室

活动报名咨询电话：85818615��

85811571� 1878672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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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离休干部姜明同志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晚上 11 时 50

分因病去世，享年 104岁。

姜明同志， 女，1914 年 10 月

生，河北保定人，中共党员，1944

年 2 月参加革命工作，1984 年 7

月离休， 离休后享受副处级待

遇。

尊重老人生前遗愿， 不设灵

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收

礼等，所有丧事从简。遗体已于 1

月 12日凌晨 2时火化。

特告生前亲朋好友同事。

贵州省新华书店工会

2018年 1月 12日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市公交公

司获悉， 渝贵高铁开通在即， 按照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2 月优化

调整公交线路的计划》和《贵阳火

车东站公交运营保障方案》，新辟 4

条线路保障贵阳东站运力， 同时对

部分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

一、新辟公交线路

新辟 270路快巴

始发、终点：贵阳东站—贵阳

北站

去向： 贵阳东站—东站广场—

黑石头村—小龙滩—贵阳北站

回向： 贵阳北站—小龙滩—黑

石头村—东站广场—贵阳东站

线路长度：15.5公里

执行票价：2 元 / 人次 ，IC 卡

及免费乘车证有效。

运营时间： 贵阳东站：10:00—

20:00

� � � �贵阳北站：8:30—19:00

� � � �执行时间：2018年 1月 16日

新辟 272路快巴

始发、终点：贵阳东站—火车站

去向： 贵阳东站—东站广场—

北二环路—杨柳井—登高云山—中

天未来方舟站—渔安站—中环路东

段—万东桥—护国路口—邮电大

楼—新路口—展览馆—火车站

回向： 火车站—展览馆—新路

口—邮电大楼—护国路口—中环路

东段—渔安公交枢纽—中天未来方

舟站—登高云山—杨柳井—北二环

路—（行驶 138 县道）—东站广

场—贵阳东站

线路长度：18.5公里

执行票价：2 元 / 人次，IC 卡及

免费乘车证有效。

运营时间： 贵阳东站：10:00—

20:00；火车站：8:00—19:00

� � � �执行时间：2018年 1月 16日

火车站与 253路同站停靠。

调整 271 路进入贵阳东站始发，线

路番号为 K271路

始发、终点站：贵阳东站—北

京路

去向： 贵阳东站—东站广场—

新天四小—奶牛场—航天大道—乌

当行政中心—航天大道路口—大坡

路口—贵大茶店校区—中天花园路

口—茶店—省二医—贵开路—贵州

医科大学—北京路

回向 : 北京路—贵州医科大

学—贵开路—大营坡—省二医—茶

店—中天花园路口—贵大茶店校

区—大坡路口—航天大道路口—乌

当行政中心—航天大道—奶牛场—

新天四小—东站广场—贵阳东站

线路长度：13.89公里

执行票价：1 元 / 人次，IC 卡及

免费乘车证有效。

运营时间： 贵阳东站：10:00—

20:00；北京路：8:30—19:00

� � � �执行时间：2018年 1月 16日

新辟夜间 15路

始发、终点站：贵阳东站—喷

水池

去向： 贵阳东站—东站广场—

北二环路—杨柳井—登高云山—中

天未来方舟站—渔安立交—渔安隧

道—相宝山—友谊路—喷水池

回向： 喷水池—师大—贵州日

报社—渔安隧道—中天未来方舟

站—登高云山—杨柳井—北二环

路—（行驶 138 县道）—东站广

场—贵阳东站

线路长度：10.2公里

执行票价：2 元 / 人次，IC 卡及

免费乘车证有效。

运营时间：20:15—21:30 （至高

铁结束）

执行时间：2018年 1月 16日

二、优化调整线路

B236路调整后走向

始发、终点：贵铝文体中心—花

果园湿地公园

去向:� 贵铝文体中心—白云二

小—大山洞—长山路口—白云铁

桥—白云公园—白金大道—贵州

金融城—贵州金融城 (南 )—杨家

湾—金岭社区—小龙滩—(贵阳北

站—阳 关 城 市 花 园 站—黔 春 路

站—松花路站—五里冲站 )—都会

大街(东)—都会大街—公园中路—

花果园湿地公园

回向: 花果园湿地公园—花果

园购物中心—花果园大街—野猫

井—（五里冲站—松花路站—黔春

路站—阳关城市花园站）—贵阳北

站—小龙滩—金岭社区—杨家湾—

贵州金融城—贵州金融城 (北)—白

金大道—白云公园—白云铁桥—长

山路口—大山洞—白云二小—贵铝

文体中心

执行时间：2018年 1月 16日

调整后运营时间：6:30—21:00

� � � � 调整后执行票价：2 元 / 人次，

IC卡及免费乘车证有效。

265路调整后走向

始发、终点：贵阳北站—火车站

去向 : 贵阳北站—甲秀北路

（中）—江西村—永乐路—云岩广

场—喷水池—大十字—邮电大楼—

新路口—展览馆—火车站

回向: 火车站—展览馆—新路

口—邮电大楼—大十字—喷水池—

黔灵西路口—黔灵西路—威清路

口—贵阳北站（南）—贵阳北站

执行时间：2018年 1月 16日

调整后运营时间：6:30—22:00

� � � � 调整后执行票价：2 元 / 人次，

IC卡及免费乘车证有效

271路调整后走向

始发、终点：车辆厂—北京路

去向： 车辆厂—火石坡—皮

西—东站广场—新天四小—奶牛

场—桃树林—公路养护中心—航天

大道—乌当行政中心—航天大道路

口—大坡路口—新添生态园—冒沙

井—贵大茶店校区—中天花园路

口—茶店—计质检所—省二医—化

工路口—大营路—贵州医科大学—

北京路—瑞北路口

回向 : 北京路—贵州医科大

学—贵开路—大营坡—省二医—计

质检所—茶店—中天花园路口—贵

大茶店校区—冒沙井—新添生态

园—大坡路口—航天大道路口—乌

当行政中心—航天大道—公路养护

中心—桃树林—奶牛场—新天四

小—东站广场—皮西—火石坡—车

辆厂

执行时间：2018年 1月 16日

调整后运营时间：7：00—19:00

� � � � 调整后执行票价：1 元 / 人次，

IC卡及免费乘车证有效。

调整后改为班车模式， 发车间

隔为 60分钟。

三、理顺票价：

夜间 10 路（贵阳北站—花溪）

原票价 2 元 / 人次，IC 卡及免费乘

车证有效，理顺票价为 3 元 / 人次，

IC卡及免费乘车证有效。

执行时间：2018年 1月 16日

夜间 11 路 （贵阳北站—新添

寨） 原票价 2 元 / 人次，IC 卡及免

费乘车证有效， 理顺票价为 3 元 /

人次，IC卡及免费乘车证有效。

执行时间：2018年 1月 16日

（本报记者 杨皓钧）

渝贵高铁开通在即，贵阳东站将迎大量客流———

贵阳新辟优化多条公交线路

本报讯 1 月 13 日起， 南明区

公安交管分局引进的三台移动抓拍

警车即将正式投入使用， 对路面上

的车辆违停行为进行抓拍。据了解，

这是贵阳市首次引进移动抓拍警车

治理交通违法行为。

昨日记者看到， 移动抓拍警车

不同于普通的警车， 在车顶警灯位

置加装了 7 个高清摄像头， 警车内

装有一台车载平板电脑， 能够实时

显示摄像头拍摄到的图景。

据南明交警介绍， 移动抓拍警

车是通过前端车载视频采集单元，

灵活地将动静态违法行为进行视频

捕捉并存储， 同时加载

GPS

数据

（交通违法地点确认） 传输至后台

服务器，由中心平台将视频整理，作

为交通违法的处罚证据。简单地说，

民警驾驶移动抓拍警车沿街行驶，

路面上的违停车辆会被系统自动抓

拍， 保留不同角度且不少于 2 张高

清照片作为证据， 然后据此对车辆

进行处罚。

民警表示，以往，电子抓拍设备

一般集中在路口，存在局限性，造成

“看得到的地方秩序好， 看不到的

地方秩序混乱”的状况。“此次引进

移动抓拍警车机动、灵活，可以最大

程度弥补这一问题。 ” 民警说，从 1

月 13日起，移动抓拍警车将正式进

入南明辖区巡逻，警车将以 20 公里

的时速行驶，2 分钟就能完成 500

米路段的抓拍。

另外， 民警提醒广大驾驶员，

未来一周时间，被移动抓拍警车抓

拍到的违停车辆，车主会收到短信

提醒，以此起到教育作用，但不作

处罚。 从 1 月 20 日起，被抓拍到的

违停车辆将依法受到罚款 50 元、

记 3 分的处罚。 （本报记者 李强）

贵阳市治理道路车辆违停———

移动抓拍警车 今日上岗

记者、编辑助力寒假作文特训班

“我是小记者”

下周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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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晚报杯围棋赛落幕

贵晚北极熊队

完美收官

■相关新闻

顶尖职业高手

对战晚报杯前六

移动抓拍警车的摄像头

民警查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