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盘水累计发放

1.5亿元救助金

遵义交旅集团公司以 2.8

亿元整体接手

■相关链接

本报讯 近日，镇远县公安局青

溪派出所民警在所辖区铺田行政

村，查处一起非法种植罂粟案。

据了解，4 月 12 日， 镇远县公

安局青溪派出所民警及警务助理在

青溪镇铺田行政村龙家组开展“一

标三实” 工作中，发现路边有块地

里种有罂粟原植物， 绝大部分罂粟

已挂果。

经查，该片土地系曾某（女，52

岁，铺田行政村龙家组人）家所有。

民警事后找到曾某， 曾某对其在自

留地上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违法

事实供认不讳， 并称自己种植罂粟

是作为调料用的。

民警当即全部铲除并扣押了曾

某种植的罂粟原植物。 经清点，曾某

共种植了 528株罂粟。

目前， 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黄浩 本报讯 吴如雄）

农妇种500株罂粟当调料

大部分已挂果，被镇远警方铲除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仁怀市政府

办获悉， 位于该市的茅台机场目前正

在谋划扩建， 拟投资 5500 多万元，新

增多个机位和登机桥等。

据悉， 茅台机场于去年 10 月 31

日通航后，现已开通北京、天津等地

航班 30 多个，通航城市 13 个。 机场

开通后，在刚需和“茅台酒 + 机票”

营销策略双重因素推动下，上座率持

续保持较高水平，甚至出现一票难求

现象。 累计旅客吞吐量超过 20 万人

次。 预测显示，2018 年旅客吞吐量或

再创新高，达到或超过 60万人次。

相关人士表示， 以机场现有的设

施， 将很难应对未来旅客的需求。 因

此，扩建茅台机场，不仅是为满足旅客

的需求，也是为了赤水河谷酒业、旅游

业的发展。目前，就茅台机场扩建工程

项目，仁怀市政府、茅台机场公司已向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贵州省发改委

报告。 本月 13 日，专家和相关部门代

表汇聚仁怀市， 对扩建工程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据悉，茅台机场的本次扩建，拟投

资 5500多万元。项目包括：新增 5个 C

类机位、一条垂直联络道，新增 3 座登

机桥及一套行李提取转盘， 同时配套

供电和消防设施。

（本报记者 黄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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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仅半年，上座率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甚至一票难求———

仁怀茅台机场要扩建了

拟投资 5500 余万元，新增多个机位和登机桥等

本报讯 15日，道真自治县一对

夫妻发生纠纷后，先后跳入河中，结

果一人获救，另一人下落不明。

事发道真自治县城双狮桥附近。

目击者称，当时一名 30 岁左右

的女子气呼呼地来到河边后， 纵身

跳到桥下的玉溪河中。

随后，一名男子赶来，也跳入河

中，试图营救先前跳河的女子。

据称，这对男女是夫妻关系，丈

夫姓周，是个生意人。 事发前，他们

发生了激烈争吵。 有知情者说，周某

平时生意上的应酬较多， 当天是清

晨 6点过才回家。

事发后， 当地警民迅速展开救

援。 不久，跳河女子被打捞上岸，后

经救治确认已无生命危险。

因连续几日降雨， 玉溪河水位

偏高，且受上游汛情影响河水浑浊，

因此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为尽快找到周某， 警方协调相

关部门打开了下游拦河坝， 通过缓

慢放水的方式降低水位。

15日晚 20 时许，来自现场的消

息称， 失踪大半天的周某在河底被

找到后打捞上岸，但已没有了呼吸。

（本报记者 黄黔华）

一对夫妻吵嘴，妻子纵身跳河……

丈夫去救妻子 再也没有回来

本报讯 遵义市湄潭县仙谷山

旅游小镇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

日前，经湄潭县法院执行，旅游小镇

以 2.8亿元被整体移交给遵义交旅

集团公司。

湄潭县仙谷山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称“仙谷山公司”）成立于

2012年 3月，其经营开发的仙谷山旅

游小镇， 位于湄潭县鱼泉街道办事处

的仙谷山村， 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180

余亩，并计划建成 5A级旅游景区。

2012年至 2016年期间，仙谷山

公司为了开发该项目，在全国各地筹

措资金。后来，公司因经营不善、资金

链断裂等问题负债 2亿多元，该旅游

小镇项目也一度停工， 网上还曝出

该旅游小镇已成“烂尾楼”工程。

据湄潭县法院法官介绍， 仙谷

山公司在全国多家法院， 均因民间

借贷纠纷等问题引发诉讼并已进入

执行程序。 因公司所开发的旅游小

镇在湄潭县境内， 湄潭县法院向省

高院、 遵义市中院汇报并与其他同

级法院进行协调沟通，最终，上级法

院决定， 将仙谷山公司所涉案件委

托给湄潭县法院执行。

在执行期间，湄潭县法院于去年

3 月份将仙谷山公司所开发项目进

行网络司法拍卖，但两次拍卖均因无

人竞买导致流拍，遂进入变卖程序。

“在变卖过程中，我们了解到

仙谷山公司、遵义交旅集团、中信银

行有以 2.2亿元购买旅游小镇资产

的和解意向。 ” 湄潭县法院执行法

官说， 经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多次

协调、磋商与沟通，最终，遵义交旅

集团以 2.8 亿元的价格， 竞得了在

建的旅游小镇。 （黄宝华）

本报讯 铜仁市碧江区，1 名八

旬去种菜时， 不慎坠入一个深约 8

米的孔桩内，不幸遇难。

13 日 10 时 25 分许，当地消防

部门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当地火

车站背后，有 1 名八旬老人不慎坠

入一个深约 8 米的工地孔桩内，请

求前往营救。

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赶

赴事故现场实施救援。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现场勘察

和询问知情人了解情况。 紧接着，

一名消防员进入孔桩内施救。 该消

防员通过绳索到达孔桩底部后，经

初步判断， 由于老人被困时间较

长，已无生命体征。 随后，消防员为

老人穿戴好救援吊带，在孔桩上方

消防员的牵引下， 先后经过近 20

分钟的施救，将其救出。

据老人家属介绍，12 日下午，

老人外出后， 直到天黑都没有回

家， 一家人外出寻了一晚未果，13

日再次外出寻找， 直到上午 10 时

左右寻找到菜地时，在菜地边上的

孔桩内发现了老人，遂报警求助。

据附近群众介绍，事故现场是

一个闲置多年的工地，工地上有多

个开放式的孔桩， 由于闲置多年，

附近部分群众就到上面种菜。

（张鸿 伍宏根 简冰冰）

8旬翁去种菜

落入8米深坑

被救出时，已不幸身亡

仙谷山旅游小镇

因经营不善易主

本报讯 来自省民政厅的消息，

今年一季度， 六盘水市落实城乡低

保、特困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

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各项政策， 发放

1.5亿元社会救助金，切实保障了困

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据介绍， 六盘水市累计发放的

1.5亿元各类社会救助资金中：低保

金发放了 1.01 亿元， 有效保障了

76630户共 146643 名城乡低保对象

的基本生活； 发放特困人员供养生

活费、护理费 0.199 亿元，有效落实

了 5082 名特困供养对象待遇；发放

医疗救助金 1700 万元，有效遏制了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曾秦）

今年一季度———

茅台机场

被铲除的罂粟

消防队员入坑救老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