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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起，贵阳市武岳酒店一楼大厅老酒馆，启动陈年老酒贵州征集活动。 征集全国范围

内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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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区内可以上门收购。

茅台酒收购价格表

寻找贵州老茅台

以上为全品相高度茅台酒价格。 具体以老酒品相为准、 价格仅供参考。 活动时间:2018 年 12 月 6 日

-2019年 2 月

活动地址:贵阳市解放路武岳酒店一楼大厅 电话：1858695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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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8年 1400-1900元

2012年 2000元

2011年 2100元

2010年 2200元

2009年 2400元

2008年 2800元

2007年 3000元

2006年 3200元

2005年 3300元

2004年 3400元

2003年 3800元

2002年 4000元

2001年 4200元

2000年 5000元

1999年 5400元

1998年 5600元

1997年 5800元

1996年 6500元

1995年 9500元

1994年 1万元

1993年 1.05万元

1992年 1.1万元

1991年 1.15万元

1990年 1.2万元

1989年 1.35万元

1988年 1.4万元

1987年 1.45万元

1986年 1.6万元

1985年 1.65万元

1984年 1.75万元

1983年 1.85万元

1981-1982年 2万 -2.1万元

1980年 2.2万元

1970-1979年 3.2-16万元

1960-1969年 25-35万元

1953-1959年 看酒定价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办理产权通知

尊敬的业主：

我公司开发的金阳观山小区已具备办理产

权条件，现开始协助业主领取办证资料，详情如

下：

办理时间：2018 年 12 月 12 日———2019 年

1月 29 日开始分栋、 分时段办理资料领取工作

（周六、周日及节假日不办理）

办理地点： 贵阳市纪念塔新华路富中国际

16楼 C座（九中旁）

携带资料：购房人（合同签订人）身份证、

购房收据、房开开具的维修资金收据。备注：以上

证件均为原件，且必须为真实有效证件。

温馨提示：请购房人亲自办理，委托他人代

理的，还须出具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及受托人身

份证原件。 咨询请致电：0851-85506163

贵州万宝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7日

本报讯 “我举报，我老公名下

有辆宝马！”“我举报，我老婆名下

有辆翼虎！ ” 习水县一对夫妻因财

产纠纷闹到派出所后，相互“大义

灭亲” ，互相举报对方名下有可供

执行的财产。 法院查证属实后，依

法对他们采取司法拘留。

12 月 4 日 16 时 30 分许，习水

县法院执行局收到申请人李某提供

的线索： 被执行人杨某正在贵阳市

贵乌派出所。经承办法官核实，杨某

是涉及多个案件的被执行人， 标的

涉及款项高达 200余万元。

得知这一重要线索后， 承办法

官立即与贵乌派出所取得联系。 经

调查，被执行人杨某与妻子胡某，当

天双方因财产纠纷闹到派出所。

有意思的是，杨某的妻子胡某

也是涉案被执行人。

法院干警赶到贵乌派出所讯问

过程中，又有意外收获：胡某明确指

出， 丈夫杨某名下有一辆宝马轿车

可供执行，而且就停在某停车场内。

面对妻子的 “大义灭亲” ，杨

某十分气愤并否认妻子的指证。

不过，警方调查发现，杨某果

然有一辆宝马车。承办法官随即依

法对杨某采取司法拘留。

在拘留的过程中，杨某心有不

甘，决定对妻子“以牙还牙” ：“她

名下也有辆轿车。 ”

见隐藏资产被丈夫揭穿，胡某

只得承认自己有辆翼虎轿车。 随

即，承办法官带着两人赶赴停车地

点，将两辆涉案车送往法院扣押。

据悉， 这对夫妇因未如实申报

财产，故意躲避执行，分别被习水县

法院处以 15日司法拘留，两人的车

辆也将通过司法拍卖用于偿还申请

执行人。 （吴健玮 黄宝华）

因财产起纠纷，他们一气之下“大义灭亲”———

老赖夫妻 相互举报对方有车

习水县法院闻讯前去查证，发现情况属实，双双被拘留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在道真

仡佬族自治县，一位从事特殊教育的

警嫂，10年协助警方破案 20余起。

今年 34 岁的黄华娟是道真县

特教学校的一位教师， 丈夫张文钢

是一名民警。 因 “特教教师” 及

“警嫂” 的双重身份，县公安局的民

警们在遇到涉及聋哑人的案件时，

第一反应就是“找黄老师” ，黄华娟

则有求必应， 有时还跟民警熬更守

夜，与涉案人员“斗智斗勇” 。

2016年， 道真自治县公安局查

获一起聋哑人扒窃案，嫌疑人均为聋

哑人。 黄华娟赶到后，分头与嫌疑人

通过手语对话。因有的嫌疑人不是本

地人， 受方言和不标准手语干扰，光

问清一个人案情就需 10多个小时。

在协助审讯嫌疑人时，个别聋哑

人用手语“问”她姓名、家庭地址，威胁

“我若蹲了监狱，出来绝不放过你” 。

面对威胁， 黄华娟用手语告诉

对方：怕你，我就不来了。 同时还顺

势引导嫌疑人：“你如果坦白，我就

不把你威胁我的事告诉警察， 这样

你受的处理会轻一些。 ”

忙了近一周后，黄华娟终于协助

民警查明案情，破获多起盗窃案。

据道真县公安局统计：10 余年

来，黄华娟协助破获的案子有 20 余

起，有近 20人被追究刑责。

在黄华娟看来，丈夫和同事们丢

下的是小家，维护的是大家的安宁。

张文钢调入网安大队后， 出差

时间更多， 家中老小多靠黄华娟照

顾———2015年， 其女儿患过敏性紫

癜， 张文钢正在上海为寻找离家出

走的女孩奔走着， 黄华娟独自带着

女儿去重庆治病。 女儿看着血迹斑

斑的双脚， 哭着说： 我想爸爸陪我

……那一刻，黄华娟想哭，却又不敢

哭。 黄华娟说，她只能选择坚强。

“爱他，就全身心地支持他，让他身

无牵挂地做自己的事。 ”黄华娟说。

作为特教老师的黄华娟， 也把

这份爱扩展到自己的学生身上。 她

的真心付出，多次受到市县表彰。她

所带的孩子用书画作品表现的美好

世界，也获得各类奖项。其丈夫张文

钢也因妻子的支持，用心工作，多次

立功受奖。 （本报记者 黄黔华）

特教警嫂 十年协助破案20余起

■新闻速递

遇到涉及聋哑人的案件，民警第一反应就是找她帮忙———

夫妻双双被拘

黄华娟正协助警方用手语询问嫌疑人

本报讯 12 月 5 日上午， 一名

重伤旅客需从凯里乘坐高速动车组

列车前往北京治疗。 凯里南站客运

人员和驻站民警等 6 人抬着这名体

重 180 斤的旅客， 攀登上 46 级台

阶，将其安全送上动车。

当日上午 10 时 40 分，凯里车

务段所属凯里南站接到紧急求助

电话，称将有一位李姓受伤旅客在

凯里南站乘坐高铁列车。站长黄刚

立即通知客运值班员李廷燕第一

时间组织人员做好准备。

11时 10分，李某乘救护车抵达

车站，因楼梯又长又陡，其体重再加

上 10公斤的担架，总重量达 200斤。

客运值班员林超紧急通知增援

后，2名客运员托着李某头部一侧担

架引导方向，2名警员托住中间部位

让其保持平稳，2名客运员在尾部用

肩膀的力量抵住不让其向下滑行。

最终，6 人合力将李某抬上二

楼，安全送至站台，并与列车长做好

交接。 （彭亮 蔡可莹 曾秦）

重伤旅客180斤

警民合力抬进站

暖心！

本报讯 12月 8日晚，S15松从高

速 K64+000上行处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30余名乘客雪夜中滞留15小时。

当晚 20时许， 锦屏路政大队接

到报警后派员来到现场，发现一辆事

故车上载有 30名乘客，此时天空飘着

雪花，十分寒冷。 因事发路段正好是

辖区凝冻易发路段，“一路三方”工

作人员立即施救，并将乘客安置好。

至次日中午 12 时许，该路段全

线恢复正常通行，30 名乘客安全归

家。 （龙迭 朱芳发 耿金超 王芳）

30名乘客

被困雪夜15小时

紧急！

本报讯 一辆运送液化气罐的

货车行驶至贵阳市花安高速摆古

大桥上时， 因路面凝冻发生侧翻，

液化气罐滚落一地，造成高速公路

交通中断 2 小时。

昨日上午 7 时 36 分， 接到报

警后,贵阳高速交警三大队交警及

贵安消防相继到场处置。为防止液

化气爆炸，交警对高速公路临时实

施交通管制。

消防队员检查后发现液化气

没有泄漏，高速交警立即将百余液

化气罐转移走。

经紧急救援， 该路段交通在中

断 2小时后恢复正常通行。（李强）

货车滑倒侧翻

气罐滚落一地

惊险！

抬着旅客进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