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轿车碾过绿化带，致一女子当场身亡

贵阳高新区结对帮扶———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高新区

社会事务局获悉，截至目前,该局已提

供 4000余个岗位，结对帮扶纳雍县。

2018 年，贵阳高新区社会事务局

深入纳雍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其中，今

年 2 月份，该局在当地举办招聘会，根

据纳雍县贫困劳动力实际情况， 提供

了保洁员、保安等 1000余个岗位。

截至目前， 该局已为当地提供

4000余个就业岗位。

下一步， 为持续帮助贫困户摆脱

贫困， 促进纳雍县贫困劳动力赴高新

区转移就业，该局计划提供 6000 个就

业岗位，培训 3500 人次，开展或参加

纳雍招聘 2次。同时，后续将跟踪落实

扶贫情况，力争做到供需精准匹配。

（本报记者 李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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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起， 贵阳市武岳酒店一楼大厅老酒馆，

启动为期 10 天的陈年老酒贵州征集活动。 在这里将

以贵阳更优的价格收购各种老酒， 要出手老酒的朋

友，这是今年的好时机。 此外，只要成交，就送 100 元

路费，成交上万元，再送 500 红包。

老酒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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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收购省外的新老五粮液、

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

楼酒、汾酒等老酒，贵阳市区内可上门收购，贵阳市区

外量大也可上门收购。

此次活动将以贵阳市内更优的价格，收购一切老

酒。 为珍视顾客利益，确保贵阳市内价格更优，避免顾

客东奔西跑比价格之苦，同年同品相老酒，市区内有

更高收购价格，老酒馆补差价。（活动最终解释权归老

酒馆所有）

此次活动仅在 5 月 6 日至 5 月 15 日开展， 机不

可失时不再来，10 天活动后，将恢复正常收购价格，准

备出手老酒的市民抓紧时间出手。 老酒馆专业人士介

绍，很多市民不懂如何收藏老酒，致使出现跑酒和品

相被破坏的情况，老酒收藏多年后，反而一文不值，十

分可惜，家中老酒该出手就出手，变现才靠谱。

活动地址： 贵阳市解放路武岳酒店一楼大厅，电

话 18586952299�

��������市民可乘 63 路、10 路、204 路、12 路、216 路、23

路、240 路、26 路、35 路、310 路、319 路、303 路、309

路、38 路、67 路、64 路、42 路、68 路、9 路、8 路、72

路、81 路、82 路公交车至陈家坡站下

卖酒何须满城走 武岳酒店价更优

广告

出 租

贵州金融城稀有 120-200m

2

临街旺铺

中山东路 54号（中国农业银行旁）200m

2

商铺

欣歆园小区 1、2幢 35m

2

临街商铺

金华园 C区 2栋 1层 36m

2

临街商铺

帝景传说 A6、A7号楼 1层约 105m

2

旺铺出租

花溪锦溪名都 A幢 1层约 70m

2

旺铺出租

电话：0851-85843537���18085157765

出 租

电话：0851-85843537���18085157765

广告

本报讯 昨日上午 10 时 30 分

许，贵阳市北京路与人民大道交叉路

口，一辆轿车追尾另一辆轿车后，接

着撞中过马路的两人，造成一死一伤。

记者赶到现场后发现，肇事的黑

色轿车已冲进了道路中间的绿化带，

在车辆的后方横躺着一位女性死者，

马路上散落着鞋子和一些随身物品。

事发当时， 袁先生正骑着摩托

车行驶在黑色轿车前面。他说，当时

他突然听到后面“砰”的一声响，他

就猜测可能撞车了。 当他从后视镜

看见确实是追尾后， 赶紧往边上让

了一下，谁知黑车突然加速，蹭到他

的车，一下子就冲了出去。先是冲到

路口的马路牙子， 把前面中国移动

的线缆箱撞坏， 紧接着将过马路的

一男一女直接撞到中间去了。

袁先生说，他只是受轻微伤，不

过仍需留在现场配合警方调查。

“救护车很快赶了过来，经急

救医生的确认， 被撞到的男子被他

们送到医院去抢救， 女子则已完全

失去了生命体征。 ” 袁先生说。

被追尾的银色轿车司机代女士

（化名）蹲在路边，惊魂未定。 她说：

“我突然感觉车尾被猛地撞了一下，

然后对方马上打方向盘， 开车从我

旁边擦过去，把后视镜也挂掉了，当

时我都懵了。 其实，他撞到我时速度

不算快， 不知是何原因突然速度加

快，冲了过去，然后把人撞倒了。 ”

“我当时就在对面，看见一辆

黑色轿车‘咻’的一下冲了过去，速

度太快了，这块墙（中国移动线缆

箱）都被撞歪了，这么高的花坛都

冲上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踩错了油

门。我们走过去一看，一个大概二十

多岁的女娃娃倒在后面， 一动不动

了。 ” 目击者周阿姨说。

截止到昨日中午 12 时 30 分，

交警仍在现场调查取证， 事故车辆

已被拖走， 事故原因仍需警方进一

步调查。 （本报记者 冷兵）

轿车“失控” 闹市区闯祸

事发北京路与人民大道交叉路口，造成一死一伤

本报讯 5 月 4 日 20 时 30 分，

贵阳市云岩区启动集中清理整治专

项行动，2000 余名工作人员一夜排

查 2万余人。

本次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在云岩

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由区委政

法委牵头区直相关部门，对云岩区

煤矿村及未来方舟等重点区域的

出租屋流动人口、传销窝点、行业

场所等开展集中清理“大整治” 专

项行动；同时，各社区、派出所按照

要求针对各自辖区重点区域出租

屋、行业场所、流动人口等同步开

展集中整治行动。

据了解， 本次行动由区公安分

局、市场监管、城管、住建、消防、交

管、文旅、卫健、武装部等职能部门

的工作人员近 700 人参与，同时，28

个社区（镇）也组织 1500 余名工作

人员从各自社区服务中心， 赶赴各

自清理整治点同步开展行动。

本次行动共计清查出租屋、经营

户等 5800户，排查人口 21000余人；

清查涉嫌传销房源 134处；清查宾馆

酒店、网吧、娱乐场所等 605家；盘查

核对可疑重点人员 306人，带回公安

机关审查、尿检、采集信息 46 人，其

中： 查获涉嫌扒窃犯罪嫌疑人 1人，

查实吸毒人员 5人，核实涉嫌传销窝

点 5 处 22 人，违规业主、无证入住、

上网及重点可疑等人员 6人，前科人

员 12人。完成“五提取”及信息采集

41份；查处未落实“四实” 管理制度

违规旅店 2 家；违规网吧 1 家；查获

“黑诊所” 1家；非法销售保健品商铺

1 家；现场销毁“小水果” 赌博机 3

台。 对 7 家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1家娱乐场所、5家小型旅社的违

规行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此次大型集中清理整治行动，

有力推动了全区重点区域、 重点领

域、重点人员的集中整治和管控，有

效打击了区域社会治安乱象和相关

违法犯罪行为，营造了高压态势，形

成了强大威慑力， 为云岩区深入推

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起到良好的带

动作用。

目前，相关案件、人员审查工作

正在进一步开展中。 接下来，云岩区

将按照“打击遏制、深挖根治、长效

长治” 的总体思路，建立健全长效长

治的工作机制，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

境。 （本报记者 陈佳艺）

两千多名工作人员一夜排查两万余人

云岩多部门联手 开展“大整治”行动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德余高速公路将于今年 8月 30日前开工，

建设期为 3年，目前，初步设计已在开展中。

据了解，德江（合兴）至余庆高速公路主

线全长约 102.215 公里，总投资约 141.53 亿

元，双向 4车道、设计时速 80公里。

公路起点接杭瑞高速与沿德高速合兴枢

纽形成复合式互通立交，路线大致为南北走

向，路线经宽坪、亭子坝、杨家坳、青杠坡、合

朋溪、河坝等乡镇，路线终点与遵余高速设

小腮 T 形枢纽交叉。 （本报记者 王芳）

本报讯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举行

了“全省地质灾害防治一线监测员百

人技能大比拼活动” 。

这次大比拼的主要内容包括：地

质灾害防治基本知识答题、灾情信息

传送、专项技能挑战以及避险撤离等

综合能力。 据称，这是全国首次、贵州

首创的活动。 经过激烈争夺，铜仁市

代表队获得一等奖，黔西南州、毕节市

代表队获得二等奖；遵义市、安顺市和

六盘水市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据介绍，贵州是全国地质灾害最

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具有“灾种全、

灾害重、隐患多、发生频繁” 等特点，

常见的地质灾害有滑坡、 塌方等类

型。 现全省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

12231 处， 威胁 145 万人生命安全，

潜在经济损失 410 亿元。

2018年，全省共发生地质灾害 22

起，成功避让地质灾害 15 起，避免了

887 人伤亡，实现自 2000 年以来地质

灾害“零死亡” 的历史性突破。

“2018 年突出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全省近 2万名监测员的日夜坚守和

辛勤付出。 ” 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

人说，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贵州气候

异常，汛期较往年提前，区域性暴雨和

干旱并重，极易诱发地质灾害，地灾防

治形势异常严峻，加强全面培训、开展

技能比拼、 提高一线监测员的素质和

能力势在必行。 （本报记者 曾秦）

百名监测人员

比拼防灾技能

双向 4 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

余德高速公路

今年将开建

四千余个岗位

助力纳雍脱贫

现场留下两只鞋

在网吧核查证件

核实人员身份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