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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贵阳市 2018 年 10 月

19 日 -10 月 22 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计划检修停

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

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贵阳供电局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

段及客户

10月 19日

9:00--20:00

10千伏吉师线 1011

号开关至 623号开

关区段

东山路部分区域：螺丝山

变、武警电热、东山广场、

贵州省公安厅变、益祥房

开、公安厅电热、中铁四局

轻轨施工变、翰林茶苑等；

贵

阳

城

区

10月 22日

9:00--20:00

10千伏富客线 鸿通城部分区域等；

10月 22日

9:00--20:00

10千伏富保Ⅱ回线

逸天城部分区域等；

关于对冯加瑛户房屋

进 行 征 收 的 公 告

冯加瑛：

你户位于中国贵航集团伟宏大修厂 207

栋 1 单元 1 层 5 号房屋， 建筑面积：26.32m

2

。

依据 《清镇市人民政府关于清镇市伟宏机械

厂棚户区改造项目红线范围内房屋征收决定

的公告》对项目红线范围内房屋进行征收，你

户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根据《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因无

法与你联系协商签订补偿协议， 现拟对你户

下达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请于公告期内与清

镇市房屋征收局联系， 并提交相关书面不动

产权属证明，所有权人证明等相关资料。

公告时间：2018 年 10 月 12 日—2018 年

10月 26日

联系电话：0851-82520005

清镇市房屋征收局

2018年 10月 12日

本报讯 10月 10 日，《2018 年

胡润百富榜》 出炉， 马云家族以

2700 亿元财富再次坐上首富的宝

座。 此次发布的榜单中有 13位贵州

企业家上榜，中天金融罗玉平以 130

亿元的身家排名第一，贵州百灵集团

的姜伟家族以 110亿元的身家位居

贵州第二位， 贵州第三名则是身家

50亿元的信邦制药张观福。

今年是胡润研究院自 1999 年

以来连续第 20 次发布百富榜。 按

照惯例， 只有资产超过 20 亿美元

的企业家， 才有资格进入统计范

围。 上榜企业家财富计算的截止日

期为今年 8 月 15 日。在富豪榜上，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落榜人数创下

20 年来之最。

今年共有 1893 位企业家财富

超过 20 亿， 比去年减少 11%（237�

人）。 有 1012位企业家财富比去年

缩水或没有变化， 其中 796 位财富

缩水。 但仍有 881位企业家财富增

长，其中 219人新上榜。 456位去年

上榜的企业家今年落榜， 是百富榜

二十年来最多的一次。

胡润表示：财富比较集中，前十

名（马云为主）的财富总和占上榜企

业家总财富的 10%，前 200名的财富

总和占上榜企业家总财富的一半。

2018 年六成上榜者的财富来

自制造业、房地产、金融投资和 IT�

这四大行业。前十名中，来自制造业

的是美的何享健何剑峰父子和新进

前十的正威的王文银家族；

来自房地产的是恒大的许家

印、 碧桂园的杨惠妍和万达的王健

林家族；

来自 IT 的是时隔四年再次成

为中国首富的阿里系马云家族、腾

讯马化腾、 百度李彦宏夫妇及新进

前十的小米雷军。

54 岁的马云再次登顶，主要得

益于蚂蚁金服估值上升， 他创造了

两个市值万亿级企业。

榜单显示，前十名中，今年新晋

了两名企业家，一个是 “世界铜

王” 王文银家族，另一个则是初入

十强的雷军， 小米上市成为其财富

增长的助力， 其财富增长了近九成

至 1100亿元。

中国企业家平均 29岁创业，今

年上榜企业家平均年龄 55岁。 三十

而立，五十知天命。 胡润的观点很有

意思，他说，马云 90%的财富是在 50�

岁之后赚到的，许家印超过八成的财

富是在 50岁之后赚到的。

贵阳晚报全媒体记者搜索注意

到， 今年有 13位贵州企业家上榜。

排名最前的是中天金融罗玉平，以

130 亿元的身家，位居榜单 263 名，

成为贵州第一富豪。

除了罗玉平之外， 贵州百灵集

团的姜伟家族以 110 亿元的身家位

居贵州第二位，全国第 324位。

贵州第三名则是信邦制药的张

观福， 以 50 亿元的身家位居榜单

789名。

张之君家族以 45亿元的身家，

位居榜单 902名，排名贵州第四。

老干妈的李贵山以 40 亿元的

身家位居榜单 1007 名，老干妈的李

妙行以 39 亿元的身家位居榜单

1080名，分别排名贵州第五、第六。

另外，满帮集团的戴文建以 30�

亿元、永吉的邓维加、邓代兴父子以

25 亿元、 朗玛信息的王伟以 20 亿

元身家，都跻身贵州富豪前十。

（本报记者）

贵州13人跻身2018胡润榜

据新华社电 2018 年 10 月 11

日，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全国人大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

三运受贿一案。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被告人王三运

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指控：1993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王

三运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六盘水市

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安徽省人

民政府省长及甘肃省委书记等职务

上的便利， 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

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相关单位

和个人在入股银行、 工程承揽和职

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

通过特定关系人， 非法收受上述单

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

民币 6685万余元，依法应当以受贿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 公诉机关出示了相

关证据， 被告人王三运及其辩护

人进行了质证， 控辩双方在法庭

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 王三

运还进行了最后陈述， 并当庭表

示认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

及各界群众 7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王三运一审被控受贿6685万

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金沙江发生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

已转移群众10126名至安全地带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西藏昌都

市应急办了解到,11 日凌晨,金沙江

流经的川藏交界江达县波罗乡波公

村发生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 截至

目前,金沙江水位仍在持续上涨,临

近乡镇正紧急转移群众至安全地

带,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昌都市

有序转移江达、贡觉、芒康 3 县 8 个

乡遭受威胁的群众,截至昨日 16 时,

共转移群众 10126名至安全地带。

据介绍,堰塞体长约 5600米,高

70 多米,宽约 200 米;截至 18 时 30

分,湖水漫过堰塞体。 因堰塞湖水位

上涨,导致金沙江支流藏曲河河水倒

灌,波罗乡、岩比乡部分房屋、道路、

桥梁、耕地被淹没,其中波罗乡白格

自然村、宁巴自然村全部被淹;堰塞

湖上游受威胁范围达 20多公里。

灾情发生后, 西藏自治区要求

组成工作组马上赶赴现场, 昌都市

立即撤出涉及范围群众, 民政部门

做好救灾物资调运。 目前,西藏已启

动应急预案,昌都市启动Ⅱ级响应。

昌都市已组织安监、交通、水利、民政

等部门 100余人,投入现场救援及群

众转移工作;40多名消防官兵携带冲

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并与四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初步建立应急救

援联动机制。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近日，网上有讨论

称，2017 年投入使用的统编教材

中， 关于张衡和地动仪的内容被删

除。 对此，人民教育出版社 10 日正

式回应表示， 统编教材中对张衡及

其发明的地动仪有专门介绍。

人教社指出， 统编历史教材七

年级上册“两汉科技与文化” 一课

中专门设计了活动， 具体内容及要

求如下：“东汉张衡发明创制出世

界最早的地震仪器地动仪。但是，这

个地动仪早已毁损失传。后来，人们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结合自己的

研究， 作出了各不相同的地动仪复

原模型。请搜集不同的复原模型，并

尝试理解这件古老的验震器的设计

原理。 ”

人教社表示， 希望通过这些要

求，引导学生以实践探索的方式，更

好地了解张衡及地动仪的相关知

识，体会中国古人的智慧，增强民族

自豪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据介绍， 统编小学道德与法

治教材五年级上册设置 “古代科

技 耀我中华” 一课，介绍了中国

古代科技巨人及科技成就。 其中，

专门讲述了张衡的故事：“张衡生

活的时代， 频繁的地震给人民的

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张衡决

心制作一架能测定地震的仪器，

以便及时掌握全国各地地震情

况。 经过孜孜不倦研究，张衡终于

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

方向的地动仪。 ”

教材中同时设计学习活动，引

导学生追求真理，献身科技，提出

“要像张衡一样，善于观察，善于

思考，做一个有心人。 ” 教材中还

设置相关栏目， 介绍国际上用张

衡、祖冲之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

环形山。

人教社回应：并没有

张衡地动仪

走出统编教材？

教材中的地动仪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吉林省

公安厅机场公安局获悉， 一名旅

客近日在飞机客舱卫生间内吸电

子烟被乘务员发现， 并被机场公

安机关处罚。

据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

局长春龙嘉机场治安派出所教

导员谷春雨介绍，9 月 29 日从

杭州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名旅

客在卫生间内吸电子烟，被乘务

员及时发现并移交机场公安部

门。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安部

门对该旅客处以拘留 5 日的行

政处罚。

谷春雨说， 飞机上严禁吸烟

（含电子香烟） 的内容， 已经在

《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局关于维

护民用航空秩序保障航空运输安

全的通告》等文件规章中明确提

出，中国民航局 2006 年还曾专门

发布 《关于在飞机上禁用 “如

烟”雾化电子烟的咨询通告》。

记者注意到， 目前部分航空

公司的安全须知内已经明确指

出，电子烟不能在客舱内使用。

警方提示切勿存在侥幸

心理

飞机上吸电子烟

一旅客被行拘

2018年胡润百富榜前十名

分别是中天金融罗玉平、贵州百灵集团姜伟家族、信邦制药张观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