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上午，南明区第八

届运动会圆满落幕。 此次运动会吸

引了来自区直机关和社区 56 个代

表队，共计 1725名运动员参加。

据介绍，本届运动会以“幸福

南明·健康生活” 为主题，由南明区

委、南明区政府主办，南明区文体广

电局承办，由南明区总工会、南明区

教育局、南明区团委，以及贵州华彩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而本届运动会， 也是南明区近

年来大型群众体育赛事中， 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项目最全、参加人员

最多的一次体育盛会。期间，除了趣

味体育、五人制足球、篮球、乒乓球、

羽毛球、围棋、中国象棋、游泳 8 个

大项而外，还包含了 26 个小项竞赛

项目。 （赵松 王杰 董容语）

为提高施工单位生产安全和交

通安全意识，昨日，贵阳市公安交通

管理局南明区分局联合南明区安监

局、南明区住建局，召集辖区多个工

程施工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安全知识

学习。同时，三家管理部门与施工单

位签订了《施工单位安全责任书》，

将督促施工单位加强管理。

本报记者 李强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国家统

计局贵州省调查总队获悉，8 月份

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同比上涨 3.1%， 环比上涨 0.1%；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4.4%，环比上涨 0.4%。

数据显示， 生产资料出厂价

格同比上涨 3.4%， 涨幅比上月缩

小 0.6 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

价格上涨 2.0%、 原材料工业价格

上涨 2.7%、 加工工业价格上涨

4.4%； 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

涨 2.2%。

环比看来， 生产资料出厂价

格环比上涨 0.2%，其中，采掘工业

价格上涨 0.3%、 原料工业价格上

涨 0.2% 、 加工工业价格上涨

0.2%； 生活资料出厂价格环比下

降 0.1%。

在各主要行业中， 仅有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

环比上涨 1.7%， 其他主要行业均

有所下降。

（邱筱斌 本报记者 陈玲）

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

综合

ZONGHE

A

05

编辑／版式 安占明 校对／ 缪恺

本报讯 昨日，国家统计局贵州

调查总队对外发布了 8月份贵州省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 统计显

示，服务价格的上涨主导全省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上涨 2.1%， 涨幅比 7月

份扩大 0.5个百分点；贵州 CPI在全

国 31个省份从高到低排第 18位。

具体看来，城市 CPI 同比上涨

2.3%，而农村上涨 1.8%。 全省食品

烟酒价格同比上涨约 0.2%。 其中，

食品价格下降 0.5%，影响居民消费

价格下降约 0.11 个百分点；非食品

价格上涨 2.8%； 消费品价格上涨

1.2%，服务价格上涨 3.8%，影响居

民消费价格上涨约 1.3 个百分点，

成为影响全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

主要因素。

8 月份，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

涨 0.2%； 其中， 畜肉类价格下降

5.6%，影响居民消费价格下降约 0.3

个百分点；而禽肉类价格、水产品价

格、在外餐饮价格、鸡蛋价格、鲜瓜

果价格均有所上涨。

更为明显的是，8 月份非食品

价格同比上涨 2.8%，影响居民消费

价格上涨约 2.2个百分点。 其中，医

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教育文化

和娱乐、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

分别上涨 2.2%、0.9%、6.3%、2.9%、

1.1%；衣着价格上涨 1.2%；交通和

通信价格上涨 3.2%。

与上月相比，8 月份贵州省居

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 0.5%。 其中，

城市上涨约 0.6% 、 农村上涨约

0.4%； 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1.1%，非

食品价格上涨 0.2%；消费品价格上

涨 0.5%，服务价格上涨 0.5%。

统计显示，8 月份食品烟酒价

格环比上涨 1.1%。 其中，食品价格

上涨 1.6%；其中，受节气影响，鸡蛋

价格上涨 7.5%， 畜肉类价格上涨

3.4%，鲜菜价格上涨 2.7%，鲜瓜果

价格上涨 1.9%，。

此外， 非食品价格上涨 0.2%。

其中， 居住、 医疗保健价格均上涨

0.2%； 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1.1%；其

他用品和服务、 教育文化和娱乐价

格分别上涨 0.4%、0.9%； 交通和通

信、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基本

持平。 （王品 本报记者 陈玲）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棋院获悉，

第七届“贵州省邮政杯” 业余围棋

公开赛将于 10 月 9 日在贵阳开赛。

符合参赛条件的爱好者即日起可凭

本人身份证明和相关资格证明到贵

阳棋院一楼报名，限报 256 人，报满

为止。

本项大赛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贵州省分公司、 贵州省体育局主办，

比赛时间为 10月 9日至 11日，第一

至三轮比赛在人民广场举行，第四至

八轮将移师到贵阳棋院举行。具有围

棋段、级位证或相应资格证明（棋类

教练员、裁判员、社体指导员证书、棋

类比赛获奖证书），或上届“贵州省

邮政杯” 围棋业余公开赛进入第二

轮比赛的棋手都可报名参赛。

本次大赛， 凡参赛棋手均有一

份纪念品以及相应轮次的对局费。

前八名将分别获得奖励， 其中冠军

为 10000 元 ，亚军为 6000 元，季军

为 5000元。

此外， 成年参赛棋手进入前 32

名者授予业余 1-3 段的称号： 已有

段位的在原段位上晋升 1 段， 最高

至 3段。 无段位的授予 1段。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公安交

管局获悉，从 9月 22日起，巫峰路 7

号楼处改为单向通行路段。

据了解， 为缓解云岩区巫峰路

的交通拥堵状况， 提高道路通行效

率，9 月 22 日零时起调整巫峰路 7

号楼处的环道为逆时针单向通行路

段。

单行线路为：7 号楼东侧环道

路段禁止机动车由狮子路方向往旭

东路方向行驶（即禁止由北往南行

驶）；7 号楼西侧环道路段禁止机动

车由旭东路方向往狮子路方向行驶

（即禁止由南往北行驶）。

（本报记者 李强）

我省8月份CPI同比上涨2.1%

非食品、消费品、服务价格成为影响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8月贵州 PPI同比上涨 3.1%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兴义高速

公路管理处获悉， 罗望高速公路预

计将于 9月 28日全线正式开通。

据了解， 贵州省余庆至安龙高

速公路罗甸至望谟段（以下简称罗

望高速），是《贵州省高速公路网规

划》“6 纵 7 横 8 联” 中“第六横”

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 我省高速公

路主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线起

于罗甸县沟亭乡布苏， 与已经建成

的贵阳至惠水、 惠水至罗甸高速公

路顺接，经逢亭、罗苏、桑郎、纳夜、

大观、望谟南、坝算，止于望谟，终点

接新建安龙至望谟高速公路。

罗望高速全长 75.964 公里，全

线四车道，设计时速 80公里。

目前到广西需绕道广西南宁，

或者绕道湖南怀化。 罗望高速开通

后， 自驾车可从兴义出发， 通过望

谟、罗甸、平塘、榕江抵达桂林，非常

便捷， 而且还能一路欣赏沿途令人

沉醉的罗甸的红水河风光、 平塘的

天眼景区、荔波的小七孔、榕江的侗

乡风情等。 同时，罗望高速的开通，

是黔中地区连接东西的又一条重要

快捷通道， 对贵州深度贫困的望谟

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

（本报记者 王芳）

全长75.96公里，时速80公里；是黔中地区连接东西的重要快捷通道

罗望高速预计本月28日开通

即将开通的罗望高速（来源：兴义高速管理处网站）

望谟南收费站

本报讯 经历新一轮的降温

后， 近几日我省天气将逐渐好转。

从 14 日开始，全省气温逐渐回升，

贵阳的最高气温将升至 28℃。

据省气象台统计，9 月 12 日

20 时至 13 日 8 时省的东南部边

缘地区阴天为主，其余大部分地区

阴天有阵雨， 西部边缘地区有中

雨，26 乡镇站出现大雨；部分地区

出现雨雾天气。

好在 14 日气温将有所回升。

据省气象台预报，14 日白天各地

气温逐步回升。 15 日夜间，西部和

北部地区可能出现局部对流和较

强降水天气， 须注意防范局部对

流和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 周

末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天气为

主，凉爽舒适的天气，适宜市民户

外活动。

具体预报为：13 日白天到 14

日夜间，省的东南部地区阴天间多

云，其余地区阴天有小雨，西部地

区上午有雨雾， 各地气温逐步回

升；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 省的

西部地区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

其余地区多云为主有分散阵雨，各

地气温逐步回升；15 日夜间到 16

日，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阴天间多

云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局地有中到

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余地区阴

天间多云。

贵阳市未来几日气温回升，但

阵雨还会偶尔来“骚扰” 。 具体预

报为：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多

云有分散阵雨，16-27℃；14 日夜

间到 15 日白天 ， 多云 ， 气温

18-28℃；15 日夜间到 16 日白天，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气温

19-26℃。 （本报记者 张晨）

贵阳气温最高升至 28℃

未来几日 全省气温逐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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