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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广播电视大学
（

贵州职业技
术学院

）

二食堂二楼各经营户
：

公告

贵州广播电视大学
（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
）

2018

年
7

月
10

日

������

因学校决定二食堂从
2018

年
8

月起实行对外托管
，

请接通知后关注
我校食堂托管招标公告

（

详见贵州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

并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前将自有设备撤离我校
，

并将承包场地交还学校
，

后续事宜请
及时与学校协商解决

。

《美的林城时代房屋不动产权证》

尊敬的先生 /女士

我公司非常高兴的通知您， 根据您与我司

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您购买我司开

发的美的林城时代：A38 栋、A40 栋、 商铺

（A38/A40）栋房屋已经具备办理房屋权属证书

条件，请您备齐相关资料于 2018 年 7 月 14 日起

即可前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负责人：王勇，电话：13765012401；

办理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 8号美

的林城时代签约中心产权办理区。

备注：如您款项未清，缴清后方可办理产权！

美的西南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二 0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办理通知函

这段时间， 习水县三岔河景区

迎来了避暑高峰， 各地游客纷至沓

来，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途径，让

他们享受到了生态保护的红利。

三岔河景区位于习水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 是该保护区探索生态

保护与利用新路子的首个旅游小

区， 日益火爆的森林旅游让当地村

民的荷包开始鼓起来， 也增强了他

们保护生态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7 月 10 日， 赤水河谷气温超过

35度。三岔河景区内，因为森林的调

节，一天中最热时还不到 30 度。 木

栈道、旅游通道上，随处可见散步的

游人，刚被水漫过的丹霞石河床上，

孩子们在尽情地戏水。

三岔河景区，对外称“中国丹霞

谷” ， 是去年底初步建成投入运营

的，主打森林、丹霞景观和科普游，位

于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试验区内。

负责运营这个景区的是贵州习

水大自然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的数据显示，从投入运营至今，

月营业额 30万元至 50万元。

50 多岁的三岔河村村民梁正芬

是精准识别的贫困户，现在在三岔河

景区内做保洁工作， 除去社保等扣

费，她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是 2280元。

据公司总经理郑新伟介绍，他

们公司现有的 50 多名员工， 有 35

人是精准识别的贫困户。 他们的工

资，根据所从事的工种不同，在 2280

至 3500元之间。

三岔河旅游还拓展了村民的经

营渠道。 住在锅厂坝的村民袁晓丽

（音）说，除为游客提供食宿，她和

老伴还养着 100 多箱蜜蜂， 光是卖

蜂蜜给游客， 去年底至今的收入就

有好几万元。

半个月前，60 多岁的邹先生一

家第一次到三岔河旅游。 回去后不

久，他和老伴带着小孙子又返回三岔

河，租了农房，打算在这里度过整个

夏天。

“这里不仅凉快，还能让孩子认

识很多植物、小昆虫。 ” 他说。

“包吃住， 每个人一个月收费

1800元。 ” 在三岔河内的锅厂坝，村

民老唐说， 他一家三兄弟经营的农

家乐，20 多个床位， 近半已租出去

了。 此外，餐饮生意也不错，每天都

有好几桌游客。

像邹先生一样，在三岔河沟内、

沟外农家短期租住房屋的外地人现

在约有 40 多人。 随着气温持续走

高，避暑的“大部队” 正陆续赶来。

据了解， 三岔河景区是习水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第一个旅游小

区， 目的是探索生态保护与利用的

新路子。

习保区管理局局长吴太伦说，在

自然保护区内搞旅游，确实很敏感。

“刚提出来时， 我也有点担

心。 ” 他说，搞旅游要修路，要带来人

流，会对保护造成影响，给管理带来

不便。 但不搞，又不能让资源产生经

济效益，老百姓也有意见，对保护会

产生抵触情绪。

为此， 保护区管理局多次召开

论证会，光是论证报告、资料等就有

几公斤重。 最终， 经过近两年的论

证、争取后，这个带有试验性质的旅

游小区获批了。

事实上，三岔河景区的建设，未

对区内生态造成明显的影响———观

光车道路利用了原来的森林防火通

道； 步行木栈道， 在林地空隙中穿

行；房屋、公厕、休息亭建设，在原有

民居和空地上建设；污水、火源处理

均在控制范围内。

习保区三岔河管理站负责人

戴正先说，搞旅游后，以巡护为主

的一线工作人员工作量增加了。

令人欣慰的是， 生态保护的红利

通过森林旅游逐渐释放出来后，

村民保护生态的自觉性、 主动性

开始不断增强， 常主动制止个别

游客的不当行为。

不过，吴太伦说，旅游小区刚开

始运营，仍有很多数据需要监测。 如

人流量增大后， 对区内动植物有多

大影响、如何减少影响等等。 有了这

些数据， 将为保护区保护和利用自

然资源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本报记者 黄黔华

当地村民增收途径被拓宽，开始享受生态保护红利，保护生态的自觉性递增

■新闻速递

探索生态保护与利用的新路子——

习保区首个旅游小区迎客

35位贫困村民

景区就近上班

森林避暑游

拓宽增收渠道

保护生态

村民更自觉了

本报讯 7 月 10 日下午，遵义市

一男子疑因下河打捞鱼竿时不幸溺

亡。当地消防官兵接到报警后迅速赶

到现场，经过 10多分钟的搜寻，将该

男子遗体捞上岸。

当日 13时 30分左右，遵义市遵

南大道消防中队接到报警：位于播州

区三合镇金源码头，有一男子不慎落

水，情况不明，急需救援。

半小时后，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

利用绳索对落水者的周边水深进行

测量，随后由一名经验丰富的潜水员

着潜水服下水打捞。 在船上，一名安

全员负责拉绳保护。 经过 15 分钟的

搜寻，潜水员找到了溺水男子。 在岸

边人员的努力下，该溺水者被打捞上

岸，但已不幸溺亡。

据在湖边垂钓的目击者称，事发

前， 该男子的鱼竿被鱼拖入河里，于

是脱衣下水去捞， 但在离岸边约 10

米处时溺水了，发现险情后，他立即

报警。 （廖二攀 本报记者 黄宝华）

鱼竿被鱼拖走 他下河去捞遇难

遵义一男子野外钓鱼酿悲剧……

司机自己吓自己

一个不慎车翻了

本报讯 一位女司机驾驶面包

在高速路上超越一辆货车时， 因过

于紧张产生错觉，自己吓自己，结果

车子东倒西歪地撞上货车后侧翻。

9 日 19 时 40 分， 遵义道安高

速交警大队接到报警： 辖区湄潭往

重庆方向湄潭县境内， 一辆大货车

与一辆面包车发生碰撞， 面包车侧

翻在道路右侧，车内人员伤亡不明。

民警抵达事故现场看到， 这辆

面包车侧翻在高速公路右侧的应急

车道内，车头朝向边坡一侧，车内安

全气囊全部弹出， 整个车身受损严

重。一辆山西牌照的大货车，斜停在

高速公路行车道内，车头左侧受损。

所幸，本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现场，惊魂未定的面包车司机

张女士向民警讲述了事发经过。

“当时我驾车从凯里市准备前

往遵义，行至该路段时，准备超越这

辆货车。 ” 张女士说，在超车过程

中， 她感觉这辆长长的大货车在

“别车” ，于是不断向中央护栏修正

方向以免撞上货车， 当感觉面包车

要撞上中央护栏时， 她又急忙向左

打方向，期间面包车歪来拐去，最终

撞上了货车。

据后车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

显示：事发前，这辆货车仍在自己的

车道内正常行驶，并没有“别” 张女

士的车， 张女士或因过于紧张产生

了错觉。据悉，家住遵义市播州区的

张女士于 2015 年取得驾驶证，但平

时极少开车上高速， 因此在超车时

经验不足导致事故发生。

经调查， 民警认定张女士负此

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大货车驾驶人

马某无责任。

（郑忠怡 本报记者 黄宝华）

路上超车太紧张产生错觉

步道上的游客

侧翻的面包车

蛙人将溺亡男子捞上了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