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合格商品及销售者名单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州省

工商局获悉，为维护广大消费者

合法权益，2018 年 3 月至 5 月，

省工商局在全省组织开展了成

品油市场商品质量抽检工作。 根

据该局发布的 2018 年流通领域

成品油质量抽查检验的公告显

示， 此次全省抽检的 540 个批次

油品中，15 批次不合格， 给爱车

“喝” 了这样的油，车子可能会

不舒服。

本次抽检对贵阳市、遵义市、六

盘水市、安顺市、毕节市、铜仁市、黔

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贵安新

区、仁怀市、威宁县等市（州、县）的

0 号车用柴油 （V），92 号、95 号和

98 号车用汽油（V）进行了抽检，共

抽取样品 540个批次。其中，抽检车

用汽油 270批次，所检指标涉及：研

究法辛烷值、甲醇含量、硫含量、氧

含量和密度等。合格 264批次，不合

格 6 批次， 合格率 97.8%。 其中 92

号 203批次，合格率 97.5%；95 号 62

批次， 合格率 98.4%；98 号 5 批次，

合格率 100%。 抽检车用柴油 270批

次， 检测项目主要是车用柴油的闪

点(闭口)、硫含量、密度等三个指标。

合格 261 批次，不合格 9 批次，合格

率 96.7%。

本次抽检不合格指标主要有：

硫含量、闪点（闭口）、研究法辛烷

值、甲醇含量、氧含量。

目前，针对本次抽检中发现的

问题，贵州省工商局已将检测结果

送辖区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将

依法进行查处，维护好成品油市场

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

益。 （本报记者 孙维娜）

1、铜锌县官仓加油站（普通合

伙）:95 号(V)车用汽油，抗爆性不合

格；2、关岭永宁加油站：92号（V）车

用汽油，硫含量不合格；3、印江自治

县中坝加油站：92号（V）车用汽油，

研究法辛烷值、硫含量、甲醇含量、氧

含量不合格；4、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洋溪镇加油站：92 号（V）车用汽

油，研究法辛烷值、硫含量、甲醇含

量、氧含量不合格；5、印江县洋溪加

油站：92号（V）车用汽油，研究法辛

烷值、硫含量、甲醇含量、氧含量不合

格；6、剑河县九龙归塘加油站：92号

(V)车用汽油，硫含量不合格；7、松桃

大华加油站：0 号（V）车用柴油，闪

点（闭口）不合格；8、思南大坝场香

沟加油站：0 号（V）车用柴油，密度

不合格；9、印江自治县中坝加油站：0

号（V）车用柴油，硫含量、闪点（闭

口）不合格；10、荔波县更班凉水井

加油站：0号（V）车用柴油，硫含量、

闪点（闭口）不合格；11、榕江县平安

加油站：0号（V） 车用柴油， 闪点

（闭口）不合格；12、从江县西山滴水

岩加油站：0 号（V）车用柴油，硫含

量不合格；13、 威宁县岩格加油站：0

号（V）车用柴油，闪点（闭口）不合

格；14、仁怀市大坝加油站：0号（V）

车用柴油，闪点（闭口）不合格；15、

安顺市西秀区岩腊强胜加油站：0号

（V）车用柴油，硫含量不合格。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整理

省工商局发布 2018 年流通领域成品油质量抽查检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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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南，12 天畅游东南方 4 省 7 城。 途径

武夷山、厦门、杭州、苏州、南京、无锡、上海等著名

景点，既有丰厚底蕴的历史人文景点，又有闻名遐

迩的自然风光。

武夷山，这里不如黄山壮美，不如华山惊险，

但是她有着自己独特的婉约毓秀，潺潺流水牵引着

个座山峰谱成九曲十八弯，溪水清澈见底，峰峦叠

嶂，让你沉浸于大自然美景中流连忘返。 去品茗武

夷山的岩茶和红茶。 自古好茶出好山，真实名不虚

传。 在武夷山看到岩石下的茶树，对茶更深深地充

满着敬畏。 特别是雨后的武夷山茶香阵阵，花香清

幽，你可以领略到中国茶在福建，福建茶看武夷。 体

验武夷山慢生活、慢享受的旅行理念！

厦门，胡里山炮台忆峥嵘岁月，在海上花园鼓

浪屿， 体验温馨浪漫的音乐海岛风情菽庄花园，聆

听美妙悦耳的钢琴声，在海滨自由漫步，享受大海、

沙滩、阳光浴。

华东五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杭，在我

的印象里，一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 这儿有着丰

富的人文景观。 亭台楼阁，烟柳画桥，姿态万千，风

情万种，...... 据说这是一个来了， 就不想离开的地

方。

“中山龙盘，石城虎踞” 的六朝古都———南京，

在这里感受“十里秦淮千年流趟，六朝胜地今更辉

煌” ， 领略一下素为 “六朝烟月之区， 金粉荟萃之

所” ，更兼十代繁华之地，被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文

化名河” 的绮旎风光。

十里洋场万国建筑,浦江两岸华灯璀璨,弄堂里

面的新天地,梧桐树下的老洋房,千面之城,魅力魔都

的上海更是让你流连忘返

悦享好风光 幸福游东南

今年再不能错过这趟火车了

��������七月，正是出游好时节。“家天下号”经典一线多游大型空调旅游包列自启动报名以来，吸引众多人报名，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同

时也吸引了众多媒体关注，CCTV 发现之旅《美丽中国行》、春城晚报、都市时报、贵阳晚报等全国百家报纸等多家权威媒体争相报道。

线路特色：

一线多游：为老年人量身定制行程:一次出行，游览

多个城市、景区，线路设计融合了风格各异的景点。 考虑

中年年朋友的身体特征，全程旅游节奏相对缓慢，景区游

览时间安排合理。

安全保障：35 人左右就会配一个全程陪同工作人

员，可随时应对旅游过程中的突发状况。 同时，给每位老

人购买了旅行社责任险和赠送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免

除后顾之忧。

品质保证：16 年专业中老年旅游专列、包机、邮轮

等大型活动成功运作经验！ 服务贴心，让老人放心，让家

人安心。

活动时间：2018年 7月 30日

活动价格：硬卧价格：上铺 2280元 / 人

中铺 2580元 / 人

下铺 2880元 / 人

报名地址：贵阳市小十字报业大厦十九楼 咨询热线：85823558��13787198856（刘）

广告

本报讯 今年第 8 号台风 “玛

莉亚”（强台风级） 于 7 月 11 日 9

时 10 分在福建省连江县黄岐半岛

沿海登陆。 受此影响，7月 11日，福

州、 厦门开往或经停贵阳的 4 趟动

车组列车临时停运。

具体停运车次为：G1686/7 次

（贵阳北—厦门北）、G1688/5 次

（厦门北—贵阳北）、G1756/7 次

（福州—重庆西）、G1755/8 次（重

庆西—福州南）。

又讯， 受持续暴雨天气影响，7

月 11 日—12 日， 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公司共有 8 趟普速列车停运，

停运车次分别为：

1、7 月 11 日 停 运 车 次 ：

K9438/9 次 （广 元 —成 都 ）、

K9440/37 次（成都—广元）、T8 次

（成都—北京西）、K546/7 次 （成

都—佳木斯）、K390/1 次 （成都—

福州）、T8869 次 （成都—攀枝

花）、T8870次（攀枝花—成都）。

2、7 月 12 日停运车次：T7 次

（北京西—成都）。

铁路部门提醒， 详情请以车站

公告为准。 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

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 30 日内

（含当日），持车票到全国任意火车

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在 12306 网

站购买车票的旅客， 如尚未换取纸

质车票， 可在网站直接办理退票手

续，以上均不收取手续费。

同时，旅客可通过 12306 网站、

车站大屏幕、广播公告等方式，及时

掌握列车运行情况，合理安排行程。

若有疑问请致电铁路客服热线

“028—12306”咨询。

（本报记者 曾秦）

台风来袭 逼停 4趟动车

本 报 讯 7 月 14-15 日 ，

2017-2018 年度中国重庆万盛 “黑

山谷杯” 国际羽毛球挑战赛城市分

站赛贵阳站将在贵州师范学院体育

馆开赛。

“黑山谷杯” 国际羽毛球挑战

赛是为响应国家体旅融合发展号召

而诞生，通过几年的基础夯实、受众

拓展，目前已成为国内奖金最高、规

模最大、 影响力最广的业余羽毛球

赛，并被评为“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

事” 。 今年“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

挑战赛特别设立了广州、 贵阳、成

都、西安四大城市分站赛。

记者从主办方获悉， 本次贵阳

站在奖金设置方面将录取前八名予

以奖励，其中，冠军奖励 3 万元，亚

军 2 万元，季军 1 万元，此外，获得

城市分站赛前四名的队伍还将进入

万盛年度总决赛， 获得冲击年度总

冠军的资格。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未来几日，多云高温天

气占主场， 预测局地气温超过

37℃。

最近的太阳太火辣， 但其实大

部分地区都没达到高温天气的标

准。 中国气象学上，气温在 35℃以

上时可称为“高温天气” ，如果连续

几天最高气温都超过 35℃时，即可

称作“高温热浪”天气。据省气象台

监测，昨日省的北部、东部和南部边

缘共 45 县市最高气温在 30℃以

上，其中赤水、从江、榕江、沿河达

35℃以上的高温天气，赤水 36.4℃

最高。

未来几日， 多云高温天气占主

场，预测局地气温超过 37℃。

具体预报为: 今天夜间到明天

白天，遵义市西部、毕节市西部和北

部、 六盘水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

雨， 其余地区多云到晴， 遵义市大

部、铜仁市大部、黔东南州大部、黔

南州南部、黔西南州东部有 35℃以

上高温天气， 局地超过 37℃；12 日

夜间到 13日白天，省的西北部边缘

及东部边缘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

雷雨， 其余地区多云到晴， 省的北

部、东部地区及南部边缘、赤水河谷

有 35℃以上高温， 局地超过 37℃；

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 省的南部

和西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

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赤水河谷午

后有 35℃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贵阳市预计 11 日夜间到 12 日

白天，多云，气温 21～31℃；12 日夜

间到 13 日白天， 多云， 气温 21～

30℃；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多

云，23—31℃。 （本报记者 张晨）

贵阳市气象台预报

局地气温将超 37℃

未来几天 多云高温占主场

■新闻速递

民间羽球高手

贵阳论剑

“黑山谷杯” 国际羽毛球挑

战赛贵阳站周末开赛

本报讯 7月 10日，记者从北京

2018年中国足球协会获悉， 由中国

足协主办，贵州省足协、紫云县政府

承办，搜达足球运营的 11 岁少年足

球赛， 将于今年 8 月 12 日至 25 日

在贵州紫云县举行。 届时将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 48支少年足球队参赛。

紫云县副县长吴晓敏对媒体表

示， 足球在紫云人民业余生活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 这里保持着一项当

地人引以为傲的纪录———“五峰

杯” 足球赛，从 1989 年开展，一直

到 2018 年， 每年都会坚持举办，赛

事历经 30 载的风风雨雨，是目前国

内连续举办时间最长、 参与最为广

泛、 总参与人数最多的民间业余足

球赛事。

中国少年足球赛在紫云举办，

紫云县将全力以赴， 保障赛事完满

举办。

届时， 来自全国的 48 支球队，

近 600名运动员将汇聚紫云县。

（本报记者 孙征康）

48支少年足球队

齐聚贵州决冠军

8月 12日至 25 日

铁路部门提醒，详情请以车站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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