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双十一” 即将来临，

许多市民心中都为自己制定了购物

清单。 贵阳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

骗中心民警提醒，市民在购物同时，

谨防网络陷阱。

据贵阳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

骗中心民警介绍，在往年“双十一”

期间， 骗子的惯用手法包括冒充客

服、 在网站订购链接中植入木马病

毒、以免费领取作为诱饵、用非法途

径获得网络订单数据等等。

前不久，贵阳市民王先生就收到

一条短信，称王先生在网上购买的物

品订单因系统升级出错而丢失，要王

先生联系网站订单处理中心，点击网

站链接来完成办理退款。 于是，王先

生按照对方指示，点击了链接便在连

接中绑定了银行卡。 几分钟后，王先

生手机上便收到消息称银行卡被消

费了 3000多元。此时，王先生才发现

自己被骗，遂立即报警。

为提高全民防范网络电信诈

骗意识，在“双十一” 来临之际，贵

阳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了专栏，详细

宣传相关知识。 此外，民警还提醒

市民在网上购物时，一定要核实客

服身份，小心保管各类验证码和密

码，不要随意点开陌生链接，切勿

贪图便宜。 如果被骗，应第一时间

拨打 110 报警。

（本报记者 李慧超）

贵阳《炼狱童心》

荣获最佳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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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供电局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贵阳市 2018 年 11 月 16 日—1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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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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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6日

09：00—18：00

10千伏富九线 480号环网柜 4802号间隔至 004

号箱开至 122号箱开；10kV富九线 3047号箱开

至 480号环网柜 4801号间隔

彭家巷、瑞金南路部分区域：国胜房开、灵达房开、南明房

开、彭家巷、电力招待所、电力干休所、电力承包公司、贵龙

饭店锅炉房等；

贵

阳

城

区

11月 19日

09：00—18：00

10千伏兴箭线 235号开关至 3172号开

关区段

兴隆街：日月潭、环城南路、庆丰房开、兴隆西巷、南

明区税务局、新华大厦、南明区医院等；

11月 16日

09：00—18：00

10千伏龙冶线冶木支线 413号开关

贵州省交警总队管理中心、警体中心 2号、交警支

队、省委党校宿、轻轨 2号线二期（森林公园站）、

地铁 2号森林公园站、建信水务鱼梁河隧道施工、

贵阳首开龙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富伦达公司、

太升国际、腾路北山施工变、中铁二局、银行学校、

党校、李端 中学、建筑产业园、黑坡、省委楼配电

房、上海宝冶森龙区间隧道、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贵州贵阳分公司、省委党校宿舍楼、兴龙

苑、贵阳首开龙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售楼部、首

开紫荆 3期工程施工、兴业西路 4号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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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茅台收藏馆屹立行业不倒 秘诀何在———

专业实力信誉样样都有 来这里不虚此行

这两年，贵阳收老酒的机构换了一批又一批，

可北京茅台收藏馆却屹立不倒，且影响不断扩大，

原因何在？ 在贵阳有老酒要出手先到北京茅台收

藏馆走走看看，已经形成一种惯例。

深耕老酒行业十八载 打造行业品牌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北京就出现了一批人，

他们开始研究老酒的文化和价值。 这群人中的精英在

2000 年成立了北京茅台收藏馆，这是一家立足于北京，

面向全国，以老酒鉴定、收购、收藏、展示、交流为初衷，

以挖掘弘扬传播老酒文化为宗旨的一家大型专业机

构。 成立 18 年来，逐步发展壮大，在全国聚集了众多粉

丝，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同时，收藏馆聚集了

一批国家级老酒鉴定和收藏方面的专家和大家， 仅在

北京就开设了多处实体老酒名酒陈列馆。

机会不是天天有 该出手时就出手

2016 年 10 月， 北京茅台收藏馆以筹建全国茅台

收藏陈列馆为目的， 正式进驻贵阳开展老酒鉴定收购

活动。 两年间，收藏馆坚持信誉至上，让每一个来访的

市民满意而归，让每一位前来变现的市民不吃亏，不断

推出一系列惠民答谢活动，确保收购价格高、服务好，

在全国首创“一口价” 收购，收藏馆吸引了很多回头

客，这些都足以证明收藏馆的诚信。（有高档红酒赠送）

地址：枣山路 95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灵山

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

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本报讯 短暂的天晴之后，局地

又将开始不同程度的降雨了。 据省

气象台预测，9 日白天气温持续回

升，像都匀、黔东南、黔西南等地这

两天最高气温还能上 20℃。 9日夜

间，新一轮降雨过程开始，雨水将由

中东部逐渐覆盖全省， 持续到 13

日，由于雨水强度较弱，气温变化不

会很明显。

具体预报为:8 日夜间到 9 日

白天，西部阴天转多云，东北部多云

转阴天，其余地区阴天有零星小雨；

9 日夜间到 10 日白天，西部边缘多

云到晴， 其余地区阴天夜间到早晨

有小到中雨；10 日夜间到 11 日白

天，西部边缘多云转阴天有小雨，其

余地区阴天夜间到早晨有小到中

雨，东南部大雨。

贵阳市未来几日温差较大，市

民在衣物穿戴上可采用“洋葱式”

穿衣法。 具体预报为:8 日夜间到 9

日白天，晴转多云，气温 8—19℃；9

日夜间到 10 日白天， 阴天间多云

有小雨，气温 13—17℃；10 日夜间

到 11 日白天， 小雨转阴天， 气温

9—17℃。

（陈蕾 本报记者 张晨）

本报讯 11月 7日，正值二十四

节气之一的立冬，当天晚上，毕节威

宁、赫章等地下起了“立冬雪” 。有网

友在朋友圈里上传了短短 10秒钟的

降雪视频，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立冬当天， 有的网友谈笑到：

“都‘立冬’ 了，离下雪的日子也不

远了吧” 。说时迟那时快，当天晚上，

毕节威宁、赫章等地就降雪了。 8日

早上， 毕节赫章县阿西里西韭菜坪

景区绝大部分地面都铺上了皑皑白

雪的银装、 威宁城里也是被白雪点

缀出了另一番雪后天晴的美景。

有网友说：“2018 年立冬以来

第一场雪， 要比以往来得更早一

些” 。 是的，据贵州省气候中心有监

测数据的历史记录显示，2000 年以

来， 全省立冬以来初雪最早是 2000

年 11月 11日，在习水县便监测到了

降雪。如今，毕节威宁、赫章等地下起

的“立冬雪” ，则打破了之前的记录。

因为受冷空气的影响，使得全省

多地降温降雨， 更使得毕节威宁、赫

章等地有短暂降雪。 有网友说：“气

温变脸太快了，有点跟不上节奏的感

觉” 。 甚至还有的网友在纠结“到底

要不要穿棉衣出门呀？ ” 。立冬下雪，

那么贵州就入冬了吗？ 气象专家说：

“不是的，立冬，每年在 11月 7日至 8

日之间，即太阳位于黄经 225°。立，建

始也，表示冬季自此开始。冬是终了的

意思，有农作物收割后要收藏起来的

含意，中国又把立冬作为冬季的开始，

表示节气变化。而入冬，从气象角度来

说， 是要连续 5天日平均气温低于

10℃，那么这 5天当中的第一天为入

冬日。 所以，立冬不等于入冬。 ”

（本报记者 宋德政）

毕节多地 立冬当晚下雪了

新一轮降雨 今日夜间登场

早晨，威宁雪后天晴 （网友赵汀 /摄）

赫章韭菜坪（来源：毕节人毕节事）

本报讯 昨日，第六届亚洲微电影

艺术节暨亚洲微电影 “金海棠奖” 评

选结果揭晓，贵阳《炼狱童心》获奖。

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是亚洲地区微

电影最大的艺术盛会，被誉为“微电影

界的奥斯卡” ，本次艺术节由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中央新影集团主办。 4612

部优秀作品通过初评、中评和总评，推

选出 40 部最佳作品奖，80 部优秀作

品及 140 部好作品奖， 由中共贵州省

息烽县委宣传部出品的 《炼狱童心》

荣获最佳作品奖， 本片以儿童的视角

来看当时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车耀

先、张露萍等革命烈士的革命斗争。

本片的编剧、 导演田鹏飞来自于

贵州省作家协会， 是贵州省近年来比

较突出的青年导演。他说，想把自己对

红色文化的情结表达出来， 让更多的

孩子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李韵）

亚洲微电影“金海棠奖”

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讯 昨日， 贵州省全民阅读

“书香童年” 系列活动———“与作家

共读” 走进观山湖六中，百余名学生

与我省作家苑坪玉共读了唐糖的儿童

文学作品《张小野的环球旅行》。

在共读分享中，苑平玉通过“身临

其境” 的想像法，让同学感受这部作品

中传递的温度和爱及阅读中的乐趣。

据悉， 旨在提升少年儿童阶梯式阅

读的全民阅读“书香童年”系列接下来将

会在学校和公共阅读场所继续开展“神

奇动物在哪里？ ”“开放的编辑部”等一

系列的活动。观山湖六中“花溪少年读书

会”昨日正式挂牌成立。（本报记者）

贵州省全民阅读“书香童年”

系列活动之走进观山湖六中

学生与作家

共读“张小野”

■新闻速递

“双十一”购物 谨防网络陷阱

贵州快递物流园

备战“双十一”

一年一度的电商购物狂欢

节“双十一” 临近，在贵州快递

物流集聚区，快递、物流、仓储等

各家企业已经做足功课， 迎战

“双十一” 。

左图为在贵州快递物流集聚

区， 除了快递企业在紧锣密鼓积

极备战以外， 仓储企业也在加大

囤货量。 杨娜 张毅 张仁东

贵州入冬了？ 气象专家说：立冬并不等于入冬

贵阳警方发布相关提示：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