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晚， 贵阳市出现雷雨

冰雹天气，其中清镇、修文白云等区

县不少乡镇降下冰雹。

当晚，清镇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

色预警信号。根据雷达监测和天气系

统预测，贵阳市气象台积极指导各级

气象部门发布雷电、冰雹预警信号防

灾，要求各级气象台站做好天气演变

的的监测和服务工作。

清镇新店、 暗流多个乡镇降冰

雹，目测局地冰雹密度在每平米 300

到 400粒左右，最大直径 14毫米，降

雹时间 10分钟左右。除清镇外，贵阳

市白云区、修文县部分乡镇也出现雷

雨冰雹天气，但强度不及清镇。

截至 22时， 清镇市 8 个乡镇炮

站共实施高炮作业十四次，使用炮弹

500余发。 （石奎 许毅 张晨）

贵阳多乡镇 昨晚降冰雹

清镇市降下的冰雹

本报讯 昨日， 距高考

还有 86 天，贵阳一中举行高

考誓师大会， 鼓励高三学生

全力拼搏， 营造积极进取的

备考氛围。

高三年级 32 个班 1700

多名学生和 300 多名家长代

表， 以及 300 多名高一和高

二年级学生代表参加了誓师

大会。 高考备考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同学们的自信、刻

苦和忘我的拼搏， 需要家

长、老师的辛劳与智慧。 校长

李华荣不仅为全体高三学生

送上美好的祝福， 而且还鼓

励学生勇攀高中时代的人生

高峰，摘取学习硕果的“最后

一公里” 。 他特别强调，要学

会自我减压， 以平常心对待

考试， 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

就是胜利。 一定要合理运用

好时间， 保证必要的睡眠和

休息，要合理地锻炼身体，以

最好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打胜

高考这一仗。 副校长蒋骞宣

读了贵阳市一模考试情况，

教师王小月老师和学生燕鸿

伟分别代表师生发言。在《英

雄主旋律》的乐曲声中，高三

22班马轩昂上台领誓， 高三

全体师生面对家长、 老师和

学生发出了自己真诚的誓

言： 用汗水收获奋发图强的

果实， 用苦战唱响六月归航

的凯歌。

�（本报记者）

2018�年3月13日 星期二

综合

ZONGHE

A

06

编辑／版式 王敏 校对／王玲

��������“你们做事豪爽，报价实在！ ” 连日来，北京茅台

收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为市民免

费鉴定评估老茅台酒以及其他各类名酒， 并且向有意

向变现的市民提供现金收购。活动期间，收藏馆在老酒

价格上首推“报价即为成交价” 的务实举措，吸引了众

多市民前往变现。

坚持童叟无欺 实实在在报价

主办方接待的市民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报价

实在” 。 3 月 10 日，主办方接待了吴老先生，他把一瓶

1969 的茅台酒卖给了收藏馆。 “我比较了很多家收酒

单位，不少家是之前报价很高，但当看到实际老酒时，

会挑出很多问题，又把价格压低。 这样我很不满意！ ”

这次，吴先生报着试一试的心态把酒拿到现场，专家鉴

定后，最后决定以超高的价格收购。“而且这个价是一

开始就报给我的。 ” 吴先生说。

权威专业团队鉴酒 诚信为本绝不压价

收藏老酒的专业性很强， 如果市民不懂专业知识

和市场行情，很可能价格上会吃亏甚至被骗。同样的老

酒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报价也不相同， 如果市民选择不

当，那将损失的不是几百元，可能几千以致上万元。

主办方表示，“我们的鉴酒专家团队由余洪山领

衔， 各个均是在全国业界有很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专

家，并且收藏馆制定了严格的鉴定收购程序，在完成鉴

定后，不和市民绕圈子，因为让外行的市民通过和专业

的我们讨价还价，来确定老酒的价格，这是不公平的。

我们本着诚信的原则，绝不压价，直接干脆地报出老酒

的最后价格，这个价格保证在行业是最高的，保证市民

不吃亏。这是我们长久立足贵阳发展，得到越来越多市

民信任的重要原因。 ”

注：本活动只在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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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茅台收藏馆在筑收购老酒活动火热进行中 ———

报价就是成交价 一口价确保市民放心变现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贵阳市 2018 年 3 月

20 日—3 月 23 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计划检修停

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

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贵阳供电局

10千伏陶高

线 192号杆

后段线路

3月 22 日

9:00--17:00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

段及客户

高坡硐口村

3月 23日

9:00--17:00

10千伏溪

镇北线 3#

环网柜 302

开关后段

花溪区将军路片区

用户

10千伏富龙

线公路局仓

库配变

3月 20�日

09:00--19:00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

段及客户

见龙洞路部分：公路局

仓库变等；

贵

阳

城

区

3月 22 日

09:00--19:00

10千伏都

百线

都司路部分路段：和丰

盛房开、诺富特酒店、智

诚百货大楼、新大陆数

码港等；

10千伏观百

线 27号杆

刀闸后段

3月 21日

09:00--19:00

万东桥中医学院：升远房

开、新大陆数码港、诺富特

酒店、智诚百货大楼、万东

商贸城、中医学院学生公

寓、中医学院锅炉房、图书

馆、教学楼、高知楼等；

3月 21日

09：30—18:00

10千伏瑞桥

线 02#环网

柜 002 开关

二桥五柳街片区

花

溪

区

3月 19日

10:00--18:00

10千伏岩楼

线新寨支线

燕楼镇槐舟、新井片区

3月 20日

9:00--17:00

10千伏陶高

线 190号杆

龙云分支

高坡龙云村

3月 21日

10:00--18:00

10千伏凉磊

线久安分支

久安村支线

5号杆 109

号开关后段

线路

久安村

花

溪

区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

原

小

河

区

︶

10千伏阳五

线五坡 II

回线

3月 20日

9:30-11:30

水电九局、光明房开、广信

四季花园、中石化贵遵加

油站，省公路公司等

10千伏小珠

线 826环网

柜 8266开

关至 688开

关之间

3月 21日

09：30—17：30

小河一中、西工厂四区 4

号、西工实业 7天酒店、天

尚天娱乐、西工厂南欣小

学

10千伏龙永

线 98开关

至 7064开

关之间

3月 21日

09：30—17：30

邓芳明砂石厂、乌当大塘

砂石厂、永乐安置房、贵州

黔桂拓达、顺兴砂石厂、罗

吏大寨、南明物资公司、罗

吏村委会、贵阳乌当罗吏

砂石、百花桥休闲园林乡

村俱乐部

3月 22 日

8:00--18:00

110k紫光变

10千伏 III、

IV段母线

10千伏紫藤线（学府青

藤小区专变用户）

观

山

湖

区

︵

原

金

阳

区

︶

10千伏沙驾

线 891环网

柜 8916开

关至 678开

关

3月 22 日

09：30—17：30

畜牧场、关田、后巢村厂

房、新寨村、客车整备所、

成都铁路贵阳车辆段

10千伏沙舒

线四公司

01环网柜

012开关至

安置房 02

环网柜 011

开关之间

3月 22 日

09：30—17：30

建安预制品厂、第二建筑

工程处、二关口

晚报读者俱乐部 邀您赏樱花

报名前一千名有优惠，首班发团3月15日

本报讯 3 月是属于贵州平坝的

粉色季节， 贵阳晚报读者俱乐部携

手贵州惠泽天下旅行社将邀你共赏

樱花雪。

据介绍，平坝有 50 万株的樱花

园近 6000 亩的名贵樱花树，信步在

小道上，恍然置身一片香雪海。

活动特惠价：每人仅需 49.9 元

即可报名，报名费 49.9 元含往返车

费和一个 48 元多彩贵州自助餐和

意外保险，名额满 1000 名后恢复原

价 99元。 首班发团 3月 15日起，每

周一至周五。

报 名 电 话 ：0851-85845900、

85557896。 （本报记者 陈问菩）

这些地方赏花也不错

平坝农场，樱花怒放 张晨 摄

近日， 随着油菜花进入盛花期，

仁怀市坛厂街道办事处田野里的八

卦图案呈现得更为明显。

据介绍，该景区通过种植不同颜

色的庄稼、果树和绿化树勾色，视觉

效果好，且一年四季色彩变幻。

在乌当区水田镇上坝村，山上近

3000 亩李子树悉数花开， 将一座座

山头“伪装”成雪山一样壮观。

■黄黔华 徐其飞

乌当区水田镇李花盛开 徐其飞 摄

仁怀市坛厂街道的八卦园 黄黔华 摄

贵阳一中举行高考誓师大会

局地冰雹密度在每平米300到400粒左右，最大直径14毫米

■新闻速递

本报讯 阳春三月，随着气温

逐渐回升， 石阡县各地茶园里的

枝头上均已抽出鲜嫩的芽尖进入

采摘期，当地茶农抢抓农时，纷纷

背起茶篓开采今年的首批春茶。

在石阡县龙塘镇省级现代高

效生态苔茶示范园区里， 绿油油

的茶叶一片连着一片， 一行行茶

树抽芽吐绿， 翠绿的茶芽显得格

外诱人， 沁人心脾的清香让人陶

醉，茶农们双手上下翻飞，忙着采

摘首批春茶，赶制上品名优茶。

据介绍，近年来，石阡县紧扣

“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

生态牌” 的发展途径，按照“山顶

植树造林建设绿水青山、 山腰栽

茶种果创造金山银山、 山下农旅

融合助力富山美山” 的山地特色

现代高效农业发展思路， 着力构

建以茶产业为主导 + 果蔬药 + 苗

木苗圃 + 生态养殖的“1+3” 产业

发展体系。

截至目前， 全县茶园面积已

达 38.8 万亩，投产茶园 30.44 万

亩，产值高达 22.82 亿元，茶叶已

经成为石阡县农民增收致富的支

柱产业，受益群众 30万人。

（朱瑞纲 孙伟 简冰冰）

石阡30万亩茶园

开园采茶

当地茶园产值已高达20余

亿元，受益群众3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