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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行未授权任何一家机构以我行

名义对外进行贷款产品的宣传，所以目前

所有在贵阳市公众场所，和相关平台以我

行名义进行的我行贷款产品宣传均属冒

名宣传，请广大客户注意甄别谨防上当受

骗。

二、所有不法分子应立即停止对我行

名誉的侵害，并立即删除、销毁涉及我行

业务产品相关的虚假制品及信息。 若未停

止相关行为，一经查实必将追究其法律责

任。

三、我行已委托贵州佳合律师事务所

针对此事进行法律维权； 现已对不实、恶

意、诋毁的信息进行留存处理，并对相关

个人及单位启动追诉维权流程。

同时，感谢广大客户及社会各界给予

的支持与厚爱，我行作为贵州本土支农支

小、服务三农的特色银行之一，将一如既

往地遵循行业道德、积极推动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继续努力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

产品及服务。

另，若发现我行员工在业务办理过程

中有“吃拿卡要” 等违规行为，请拨打服

务监督热线：400-048-8666。

特此声明！

声 明

近期，有来源不明的不法分子在贵阳市公众场所及网络社交平台（微信、微博、QQ 等）冒用我行名义制作

发放冠有“修文联社” 、“贵州修文农村商业银行” 、“修文农商银行” 、“修文农信社” 、“修文信用社” 等字眼

的宣传制品，冒用我行名义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电话、短信等方式对我行贷款产品进行宣传。以上举动均对我行

的名誉及业务开展造成严重影响，为维护我行及我行客户的合法权益，特严正声明如下：

贵州修文农村商业银行

2018年 06月 13 日

本报讯 6 月 12 日， 高德地图

联合包括贵州省交管局等 80 多家

各地交通管理部门共同发布《2018

年端午出行预测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报告》显示，从近两年

趋势来看， 端午拥堵程度较五一有

所下降。 出城拥堵高峰主要集中在

端午小长假第一天上午 9点至中午

12 点，返城高峰主要集中在小长假

最后一天的 16点至 21点。 预计全

国高速在端午期间整体路况较好，

不会出现大面积或长时间拥堵。

具体来看， 报告显示在今年端

午期间， 贵州省内交通分为两个拥

堵时段。 出行的拥堵时段为 6月 16

日上午 10点至中午 12点。 此时段

为出程的高峰期， 其中根据大数据

显示， 在这一时段容易拥堵缓行的

路段为 G75兰海高速的沙文互通道

扎佐互通路段， 拥堵预计从上午 11

点到下午 1点， 建议行驶到以下路

段的车主注意路况，及时避免拥堵。

在返程方面，预计返程高峰将

从 6月 18日下午 15点开始， 一直

持续到晚上 8点。 主要的拥堵路段

将出现在 G75 兰海高速、G60 沪昆

高速以及贵遵高速路段。 具体来

看，G75 兰海高速贵州省内的主要

拥堵路段将从扎佐互通到国道 210

出入口，拥堵时段为 16时至 17 时；

210 国道出入口至尖坡互通， 拥堵

时段为晚 17点至 18 点，21 点至 22

点。

贵遵高速主要拥堵路段为尖坡

互通至 154县道出入口， 拥堵时段

为 16时至 17时。 G60 沪昆高速拥

堵路段为金竹互通至花溪大桥路

段，拥堵时段为上午 6时至 7时。

除了拥堵路段之外，本次报告

还对热门景区和热门商圈进行了

预测。 根据大数据显示，在今年端

午期间，西江千户苗寨将最受游客

朋友欢迎，其次青岩古镇、黄果树

风景区、镇远古镇以及赤水大瀑布

景区都将是游玩热门景区，因此如

果市民要前往这些景区，一定要提

前安排好出行计划。

而在市区方面，端午节市区交

通压力会略有下降。 但根据大数据

预测，在节日期间花果园购物中心

附近仍是出行的热门区域，其次西

南商贸城、 世纪金源购物中心、鸿

通城购物中心、亨特几大热门商圈

也将成为市民假期出行的主要区

域，因此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会有

所增加。 （本报记者 欧鲁男）

端午节出行 先看看路况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贵州省

道路运输局召开的全省加快推进

道路货运车辆检验检测改革工作

部署会获悉，从 7月 1日开始，贵州

省将全面实行货运车辆 “三检合

一” 。

目前，一辆货车每年不仅需要

完成公安部门规定的安全技术检

验，还需要完成交通运输部门规定

的包括安全技术项目在内的综合

性能检测和环保部门的环保定期

检验，少了哪家的检验检测都上不

了路，都不能营运。 这种重复检测，

结果不互认，导致货运经营者多跑

路多交钱。 “三检合一” 旨在加强

检验检测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积

极实施检验检测结果互认。

从 7月 1日起， 从事道路货运

车辆检验检测的机构，必须取得质

监部门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证书（计量认证书），具备机动

车安全技术检验、 综合性能检测、

环保定期检验能力。 届时，对道路

货运车辆的安全技术检验、综合性

能检测和环保定期检验项目将进

行整合，相同项目不再重复检验检

测，也不得重复收费，实现全省范

围检验检测机构“三检合一” ，最终

实现货车“一次上线、一次检验、一

次收费” ， 并依据国家标准分别出

具安检、综检和环检报告。

尚不具备“三检合一” 检验条

件的机构将暂停从事道路货运车

辆检验检测，并加快投入和进行技

术改造。

我省将加快运政系统与道路

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测系统互联

互通，力争今年底前，省内道路货

运车辆办理网上异地年审业务取

得突破性进展。

而今年年初至 7 月 1 日期间，

对于道路货运车辆已进行年检、未

到年审的，到年审时，货运经营者

可凭借道路运输证原件、行驶证原

件到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只做安全

技术检验项目以外的其他项目；7

月 1日至 2019年 7月 1日期间，对

于货运车辆年审先到、 年检后到

的，年审时，也只做安全技术检验

项目以外的其他项目。 到年检时，

同步进行综合性能检测和技术等

级评定；从今年 7月 1日起，年检先

到、年审后到的，在安全技术检验

时一并开展综合性能检测和技术

等级证定等。

（本报记者 王芳）

全省货车下月起实行“三检合一”

本报讯 6 月 12 日，记者从贵

阳市公安交管局获悉， 朝阳洞路、

瑞金南路、会展北路等多路段近期

有临时占道施工，车辆行经时请注

意避让。

据了解，6 月 11 日—6 月 17

日， 朝阳洞路占道施工；6 月 11

日—6 月 15 日，瑞金南路占用车行

道施工；6 月 11 日—6 月 17 日，黔

灵山路金工立交占道施工，时间均

为夜晚 22时至次日清晨 6时。

另外，6月 15日—7月 5 日，南

明区建材巷供电线路施工占用车行

道；6月 11日—7月 20 日， 花溪区

金溪路道路整治、 排水管道施工占

用车行道， 两处施工地段均为全天

施工；6月 11日—8月 9 日，盐沙大

道占用车行道进行燃气管道施工；6

月 15 日—6 月 20 日， 会展北路占

用车行道进行燃气管道施工， 施工

时段为夜间 21时至次日清晨 6时。

高速施工路段有：6 月 19 日—

7 月 30 日 ， 兰海 高 速 贵 遵 段

K1274+800-K1340+000 段道路中

心分隔带审计改造施工占用车行

道，施工时段为夜间 22时至次日清

晨 7 时；6 月 11 日—9 月 10 日，沪

昆高速 K1863-K1877、 兰海高速

K1274-K1340、 贵 遵 线

K3+700-K17段， 将占用车行道进

行交通设施修复施工；6 月 11 日—

9 月 10 日 ，G76 厦 蓉 高 速

K1471-K1502、G60 沪 昆 高 速

K1862-K1888 段光缆铺设施工占

用车行道；7月 10日—8月 7日，开

息高速、息黔高速段广告牌安装施

工占用车行道；6 月 11 日—6 月 15

日 ， 环 城 高 速 大 河 边 大 桥

K53+082-K55+064 段桥梁检测施

工占用车行道。

上述路段， 施工时间均为全

天。 （本报记者 李强）

贵阳市多路段占道施工

6月中旬至 9月上旬，涉及朝阳洞路、瑞金南路等

本报讯 6 月 11 日， 贵阳市

轨道交通公司开通了贵阳地铁

服务热线 0851-87166669。

在开通热线的同时，从即日

起，贵阳市轨道交通公司定期在

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相关遗失

启事， 请失主于公告发布后 30

日内，在地铁运营时间，到拾获

车站车控室领取遗失物品，如有

疑问请致电贵阳地铁服务热线

0851-87166669。 逾期 30日未认

领的，贵阳地铁将移交公安机关

依法处置。

（本报记者 欧鲁男）

贵阳地铁

开通服务热线

号码：（0851）7166669

■新闻速递

本报讯 6月起， 大草原将进入

最美的黄金时期， 由贵州幸福前程

旅游有限公司推出的旅游空调专列

将于 6月 26日（具体以铁路部门确

定时间为主）从贵阳开出，本趟专列

全程有随团医生保驾。

本趟旅游专列从贵阳出发到呼

伦贝尔、中俄边境（满洲里）、海拉

尔、长白山、哈尔滨、沈阳、山海关、

北戴河、承德避暑山庄共 14天。

在北戴河， 游览天下第一长城

博物馆、鸽子窝公园、海滨浴场、老

龙头，在这里吹着惬意的海风，看海

天一色。 随后专列将到达哈尔滨，游

览圣索菲亚大教堂、斯大林公园、太

阳岛；接下来前往满洲里，游览国门

景区、俯瞰俄罗斯贝加尔斯克、在中

俄 41 号界碑留影；接着前往呼伦贝

尔，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跳起坝坝舞，

届时草原舞蹈明星将带领大家一起

共舞，此外还可以参加祭祀敖包，千

人在无边的大草原上跳上一曲 《呼

伦贝尔大草原》。 行程的尾声，将前

往敦化游长白山天池和飞瀑， 再去

沈阳， 参观九一八纪念馆、 张氏帅

府、沈阳故宫。

凡是贵阳晚报的读者报名参加

均赠送：旅游专列代金券 100 元、长

白山人参一根、 户外包帽及洗漱用

品一套、大米一袋 10 斤。 有意参加

的读者请拨打 86833989、86834579�

咨询和报名。 （本报记者）

本报讯 6 月 11 日早晨开始，

贵阳市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大范围

强降水天气。

12 日早晨 8 时 35 分， 贵阳市

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强

降水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发生，相

关部门也是冒雨巡查， 加强监测预

警。 12 日早晨的降水正逢早高峰，

导致进城方向多条路段出现拥堵现

象，有的驾驶员直接吐槽“这速度

比断了腿的乌龟还慢” 。

据贵阳市气象台监测， 从 11

日 9时到 12日 9时，全市共出现 52

站暴雨，80站大雨。

（石奎 原野 张晨）

贵阳迎入汛

最大范围强降水

上山下海闯关东、 坝坝舞

跳进呼伦贝尔———

旅游专列

带你逛北国

相关机构发布“预测报告” ，其中兰海高速沙文段最易拥堵

安全技术检验、综合性能检测和环保定期检验项目将进行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