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月 9日下午，遵义市

桐梓县一名女子， 在看到法院对她

的悬赏公告后， 主动来到当地法院

交清了 27800元的案款及执行费。

该女子姓毛， 此前在桐梓有一

处工地。 2015年 7月 26 日，工人杨

某在毛某的这处工地做工时发生事

故受伤， 经调解后双方达成赔偿协

议。 不过，毛某在支付 5000 元给杨

某后就失踪了。2016年，杨某向桐梓

县法院起诉， 法院判决毛某赔偿杨

某 27800元。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干警多次查询被执行人财产，

未发现有可供执行之财产， 且多次

前往毛某住所也未找到其下落。

今年 7 月 15 日，申请执行人向

桐梓县法院提出了书面执行悬赏申

请， 桐梓县法院遂向社会发布了执

行悬赏公告。

“你们发布的执行悬赏公告被

转发得到处都是， 整得我面子都没

了！ ” 9 日下午，毛某主动联系法官

并赶到法院， 交清了执行款及相关

费用。因该案已执行完毕，法院已将

公告撤销。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悬赏公告发出后

她主动交来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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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池贵阳饭店 28楼老酒馆：

成交万元老酒 就送习酒 1988

广告

��������入秋天气转凉，与老朋友喝杯老酒，是一件十分

惬意的事。 说到老酒，不得不说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

老酒收藏家孙建春，他就像冬天里的一股暖流，温暖

贵阳老酒市场。 他说 2018 年春节前后，凡是来收藏

馆成交的客户就送精美雨伞等礼品， 成交上万元的

顾客，还送习酒 1988。

据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馆负责人孙建春介

绍，公司高价大量收购新老茅台、习水大曲、平坝窖

酒、安酒、鸭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大曲、匀酒、金沙

窖酒等贵州名酒，特别是茅台酒，更是青睐有加，其

中包括 90年代茅台、80年代茅台、地方国营茅台、三

大革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等老酒。 另外，他们

还收购十七大名酒，包括新老五粮液、国窖、剑南春

酒、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楼酒、全兴

大曲、沱牌曲酒、泸州老窖、武陵酒、宝丰酒、宋河酒、

西凤酒、汾酒、郎酒等各类名酒。 贵阳及周边地区可

免费上门收购，外地量大也可上门收购。

孙建春先生说， 市场上的老酒一般分为以下几

种，一类老酒：藏品级老酒，指的是著名酒厂早期生

产的老酒，具备较高的文化收藏价值。 二类老酒：优

级老酒。 优级老酒指的是尽管尚未达到收藏级别，但

是假以时日，随着时间增长，其价值将得到日益提升

的老酒。这类老酒通常酒龄在 15-20年左右的老酒。

三类老酒：次新老酒。 近年来，生产时间在十年之内

的酒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青睐；这些酒行业俗称“次新

酒” ，市场藏量大，入手价格便宜，近年备受老酒投资

者青睐。 中国酒厂千千万万，不可能所有酒留存至今

都能成为佳酿。 很多酒或是因为当年酿造工艺粗制

滥造，或是因为保存环境差，口感已经完全变味。 这

些酒目前在市场上大量存在， 往往被人拿去忽悠想

要收藏老酒、却不懂收藏的老百姓们。 这些，孙先生

都可以为大家免费鉴定

一名老酒收藏爱好者和孙建春打过交道后说，

孙先生为人厚道、直爽，懂得与人合作共赢，在收酒

的过程中，孙建春先生不会太在意赚多少钱，而是千

方百计地保障客户的利益，下次有好的收藏品，一定

再与孙建春合作。

另一名因和孙建春先生打交道交上朋友的老先

生说，一个好的收藏品，也应交到最懂它的人手中，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藏品的最大价值。 其他方面不敢

说，在老酒这一块，孙建春先生真的是行家，懂酒，会

保管，把自己珍藏的老酒交给他，自己就像一个嫁闺

女的老丈人，放心！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还是

一项文化事业，所有的优质老酒，不只是味道好喝，

更重要的是承载了酒文化和酒历史， 值得收藏和传

承。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也可以来贵阳饭店 28 楼

老酒收藏馆，他将用其十多年的收酒经验，为大家耐

心讲解鉴酒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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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面对交警正常执法，司

机先是假装配合将车停下，待交警

靠近时突然加速冲关，并将执勤人

员拖移 10余米致其摔伤后逃离。

10 月 10 日， 遵义兰海高速交

警大队通报称，该司机因多项违法

行为，被合并处以 20日行政拘留及

1500元罚款。

在这起事件中受伤的张峻川，

系遵义兰海高速交警大队五中队协

勤。 9月 26日晚 19时左右，正在兰

海高速遵义南收费站执勤的张峻川

等人接到指令：一辆贵 B 牌照的黑

色别克轿车驾驶人状态异常，该车

即将从遵义南下站，需布控拦截。

随后，发现该车从收费站驶出

的张峻川，立即示意其停车接受检

查。 当晚的监控视频显示，该车先

是靠边待民警接近后，突然加速驶

离，张峻川也被该车拖了出去。

“当时我示意他停车熄火，出

示驾驶证、行驶证。 驾驶员刚开始

是空挡，接着又换成了 D挡。”张峻

川说，之后司机向左打方向猛加油

门强行冲关，来不及躲避的张峻川

被挂在车门上拖至 10余米外，从车

门上摔下来受伤。

经检查，张峻川右手手臂及大

腿拉伤，脚踝关节扭伤。 事发后，当

地警方立即布控查找该车，并通过

系统查找车主信息，通知其到交警

队处理。 9 月 28 日，该车驾驶人谭

某迫于压力来到五中队投案。

经审讯，驾驶人谭某属于无证

驾驶，之前因醉驾被公关机关吊销

驾驶证。 他承认，因害怕处罚而突

然冲关试图逃离。

民警介绍，谭某无有效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99 条之规

定， 面临 15 日以下拘留和 1000 元

罚款的处罚；其强行冲关、妨碍执行

职务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 50 条之规定，面临 10 日

以下拘留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

根据谭某的违法事实，警方对

其两项严重违法行为合并执行，对

谭某处以 20 天行政拘留， 罚款

1500元的处罚。

（何开明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10 月 10 日凌晨，在

位于太慈桥附近的一诊所内，20

岁的孕妇吴女士即将临盆。由于该

诊所不具备生产条件， 危急时刻，

贵阳市公安分局南明分局南 5 网

格民警，立即为救护车开道，将吴

女士安全送至医院生产。

据南 5 网格民警介绍，10 月

10 日凌晨 12 时许，接到位于太慈

桥附近一诊所的付医生报警，称在

诊所内有一女子即将临盆，然而诊

所内并无生产条件。

接警后，南 5 网格民警当即赶

赴现场。 出警的王警官回忆说，事

发当时，只见一女子下身一直流血

不止，他与付医生交谈得知，该女

子羊水已破，情况十分危急，必须

立即送医。

就在民警准备将该女子送至

医院时，付医生之前呼叫的 120 救

护车也已赶到现场。 随后，民警闪

起警灯拉起警笛，驱车为 120 急救

车开道，当即将该女子就近送至第

四人民医院生产。

事后， 几经了解民警得知，该

女子姓吴， 年仅 20 岁。 事发前不

久，才与男友分手，而事发当时她

身无分文，能提供唯一的一个联系

方式，只有前男友母亲的电话。 然

而，民警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

采访中， 付医生告诉记者，事

发当时，的确是吴女士一人走进诊

所，期间还不断向他呼救。 “她整

个人显得既疲惫又痛苦。 ” 付医生

说， 由于诊所并不具备生产条件，

为此他当即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

了警。

10 月 10 日中午， 经警方核

实，由于得到了及时救治，吴女士

在送医后不久已顺利生产。

（本报记者 王杰 张鹏 梁俊鹏）

本报讯 10月 9日，因驾驶面包

车进行非法营运并严重超员， 驾驶

员王某被判危险驾驶罪， 拘役两个

月，缓刑两个月。 据了解，这是观山

湖区因严重超员， 判定的第一起危

险驾驶案。

据了解，今年 7 月 17 日下午 18

时 34 分许，王某驾驶一辆面包车由

观山湖区金阳客车站前往兴义市，

行至宾阳大道与北京西路交叉口等

红灯时， 被正在开展联合执法的观

山湖交警、运管稽查人员拦下检查，

发现该车核载 6 人，实载 15 人。 王

某承认对车上 14 名乘客均有收费

行为。 事后，经过调查，王某没有运

输资质，属于“非法营运” 。

观山湖交警认为， 王某的行为

实际上已变成营运行为且严重超

员，已涉嫌危险驾驶，故立案侦查并

移送检察机关。10月 9日，观山湖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当庭宣判

王某犯危险驾驶罪， 依法判处王某

拘役两个月，缓行两个月。

（本报记者 李强）

本报讯 10 月 9 日晚， 一辆货

车因装置货物超高， 行驶途中被卡

在贵开高架桥下，直到第二日上午，

才得到救援脱离困境。

10 月 10 日上午 7 时左右，云

岩交警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发

现贵开路由北京路往大营坡方向，

有一辆货车停在黑马市场路口道路

中间，因货箱里货物超高，被卡在了

贵开高架桥下。

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后， 云岩交

警立即赶往现场， 经询问驾驶员得

知，该司机前晚驾车运送一批空调，

行经黑马市场路口时， 错误估计高

架桥的高度，车被卡在了高架桥下。

“真是倒霉，车子动不了，修理工又

赶不来，就在这里停了一夜。 ” 该驾

驶员告诉民警。交警了解情况后，为

防止造成交通拥堵， 立即协调清障

车赶到现场对货车进行拖移。另外，

对货车司机超高载货的违法行为，

交警依法处以了罚款 100 元， 记 1

分的处罚。 （本报记者 李强）

无证冲关 拖行交警10余米

司机因多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 20 日行政拘留及1500元罚款

假装靠边停车

突然冲关拖行交警

面包车超载

司机被判刑

系观山湖区首例严重超载

入刑案

货车装得太多

桥下卡了一夜

民警驱车护送 救了这位孕妇

女子即将临盆，诊所却无生产条件……

孕妇被送上救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