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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公告

尊敬的都市新天地建设项目被征收住户：

贵阳市南明区都市新天地建设项目安置被征收

住户在南厂路南岳山安置点 （都市新天地 2 号楼）的

安置房目前已具备交付使用条件，定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开始交房。 请各位被征收住户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

至 2019 年 8 月 15 日持本人征收安置协议原件及身份

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两份）到安置房 4 号楼负 1 层

南明区征收局交房现场办公室办理交房手续。 逾期未

办理的，视为我方已完成交付安置房义务，由被征收住

户承担全部责任。 超期临时安置补助费（即超期过渡

费） 发放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8 月 14 日。 请各位被征

收住户相互转告，并恭祝乔迁之喜。

工作时间：早上九点半至下午三点。

联系电话：15885071913����郭女士

特此公告

南明区房屋征收管理局

2019年 8 月 13 日

本报讯 绥阳县的一位村民在

野外抽烟时引发森林火灾，导致近

400 亩林木被毁。 记者昨日从当地

检察机关获悉， 经提起公益诉讼，

法院判决该村民缓刑并义务巡山 5

年，以保护生态。

今年 4月 7 日， 绥阳县黄杨镇

群裕村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造成较

大损失。绥阳警方经侦查，将涉事村

民任某抓获。

27岁的村民任某承认，当天，他

在一处名为大岩脚的山坡抽烟时，

未将烟头完全熄灭，引发此次火灾。

经云南昆明忆尘森林司法鉴定

中心鉴定，此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合

计 25.836公顷（387.54 亩）。 任某

也因涉嫌失火罪被移送检察机关。

绥阳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负责

人付金木昨日介绍， 检查机关经审

查发现， 这起失火刑事案件可能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经审查后，我们决定对任某

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 付金木

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检察官作为

公共利益的代表， 应当依法开展公

益诉讼工作，保护生态环境资源。

根据生态环境案件相关管辖规

定，该案由播州区法院管辖。 8 月 9

日下午， 播州区法院在绥阳县公开

开庭审理了此案。

据悉，被告任某父母早已离异，

且其父亲已经去世， 任某系精准扶

贫户，家庭经济困难，没有承担生态

修复和缴纳生态修复费用的能力。

在开庭前， 任某请求以作生态义工

的形式，承担生态修复之责。

绥阳县检察院经与播州区法

院、 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 绥阳县司法局沟通，8 月 7

日， 上述各方就任某从事生态服务

义工一事达成共识。 在 8 月 9 日的

庭审中，检察院提出了量刑建议，任

某也表示认罪、悔罪。播州区法院经

审理后， 以失火罪判处被告任某有

期徒刑 3年、缓刑 5年。

就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 法院判决被告任某在位

于绥阳县的宽阔水自然保护区从事

巡护义工 5年，看护保护区，并在电

视台公开道歉，警示他人。

据悉，早在 2012 年，贵州就开

始在全国率先探索环境资源公益诉

讼试点， 取得不错成效。 2015 年 7

月起， 最高检在全国包括贵州在内

的 13个省市，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提

起公益诉讼试点。 2017 年 6 月，公

益诉讼制度明确写入法律。

“在本案中，检察院通过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让任某在承担

刑事责任的同时， 还承担修复生态

的责任。 ” 付金木说，该案的判决，

可以警示更多人自觉树立保护环境

意识，共创绿色家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抽烟毁林近400亩 他被罚巡山5年

丢根烟头的代价！

本报讯 手枪、 自制枪……各式

各样的“武器”堆积如山，火力十足。

这不是演电影，而是黔东南州公安机

关在相关行动中收缴来的非法枪支

和管制刀具。

8月 12日，按照全国打击整治枪

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安排部署，充分

展现 2019年专项行动成果， 全力消

除枪爆隐患，掀起新一轮打击整治宣

传发动攻势，黔东南州开展集中统一

销毁非法枪爆物品行动。

销毁过程中， 为确保安全卸载、

堆放这些枪支，特巡警队员们站成两

排，依次传递枪支，且在递交时保持

枪口向上，统一方向放置。 警方介绍

说，这些枪支、刀具尽管有一些已经

破损，杀伤力仍然十足。

待所有非法枪支、 刀具码放完

毕，随着一声令下，非法枪支和管制

刀具瞬间被淹没在火海中，现场还不

时传来枪管内残留火药燃烧发出的

“嘭嘭”爆炸声。 当日共销毁非法枪

支 326支并有一些管制刀具。

另悉，同日，遵义市公安机关集

中销毁气枪 42 支、 火药枪 186 支、

管制刀具 694 把、弩 10 把，均系近

两年办案中查获。据介绍，今年以来，

该市共缴获各类枪支 238 支、 子弹

17148 发、雷管 11074 枚、易爆危险

化学品 168公斤，坚决有效地防止了

枪爆物品非法流入社会。

（顾菲 吴如雄 黄黔华）

黔东南与遵义开展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爆物品行动

500余非法枪支 被集中销毁

本报讯 8月 10 日， 凯里市

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关节中心办

公室，35 岁的杨丢者拄着双拐，

将一面写有“真情帮扶、大爱无

疆” 的锦旗交到了医护人员手

里。 谁能想到，眼前这位拄拐的

患者，两个月前差点因病终生瘫

痪，再也站不起来。

杨丢者是凯里市塘寨村村民，

也是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6月

下旬，他因双髋节疼痛难忍且伴有

下肢麻木到凯里市一医就诊，入院

后经过专科及相关辅助检查，确诊

为双侧股骨头坏死、双侧股骨颈陈

旧性骨折并高脱位、双侧髋臼发育

不良。 这种病情罕见，必须进行人

工全髋关节置换手术治疗，不然病

情继续恶化下去，将导致病人终身

残疾，再也无法站立！

“我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和

经济来源， 一旦瘫痪， 父母怎么

办？兄弟怎么办？……” 杨丢者说，

他是 8 岁时因外伤导致双股骨颈

骨折，当时因为家里穷，没得到及

时诊治， 之后出现双侧髋部的疼

痛且有明显的功能障碍， 严重影

响日常生活达 27年之久。

“我做梦都想把我的病治好，

像常人般行走， 但听到光换骨头

的材料费就要 20 多万元，我整个

人都懵了。 ” 杨丢者说。

不仅如此， 此次手术难度极

大，不仅双侧髋关节旋转中心上

移达 8cm，且髋臼发育不良，双侧

股骨头坏死，这在黔东南州都是

首例。 凯里市一医邀请贵州省人

民医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们进行远

程会诊， 均建议转省级医院治

疗， 但患者考虑到经济问题，坚

持不转诊上级医院，而是在市一

医进行手术治疗。

“这个病例比较棘手，我们立

即与对口帮扶医院杭州市一医专

家进行研究讨论， 该院决定派骨

科专家季成博士坐镇我院指导，

完成此次高难度手术， 并且我院

领导得知该病人情况后， 根据扶

贫政策在医疗费用做了大幅度减

免， 科室医务人员也积极捐款为

他解决生活困难。 ”杭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帮扶专家， 现任凯里市第

一人民医院副院长贺冠海说。

7 月 25 日， 杨丢者被送入手

术室。 在杭州专家团队和市一医

主治医护团队的通力协作下，耗

时近 6个小时，顺利完成了手术。

“27 年了，我从没想到过自

己还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真心

感谢你们， 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 谈起自己术后重生的经历，

杨丢者忍不住流下眼泪。 他说，自

己康复后一定要多学本事， 勤劳

致富， 早日摆脱贫困户的 “帽

子” ，不给国家再添负担。

目前，杨丢者恢复良好，术后

一周已能拄拐下地， 两周便可短

距离行走。

近年来， 在国家东西部扶贫

协作的号召下，一批又一批的杭

州帮扶专家来到凯里，他们把杭

州技术、经验、“温度” 带到了凯

里，也把对凯里人民的情谊留在

了这里，一个又一个像杨丢者这

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从中受益、

重获健康。 （徐宁 吴如雄）

凯里一男子自小受伤行走艰难，在黔浙两地医护专家合力帮扶下———

27年后 他圆了“像常人般行走”的梦

本报讯 8 月 10 日， 遵义市凤冈

县，一名摩托车司机载着女友兜风时，

发现前方有交警查车， 喝酒心虚的他

操作失当致车辆倒地。不过，他顾不得

扶倒地的女友，撒腿就跑。 没想到，醉

酒的他分不清方向，径直向交警跑去。

事发当日 21 时许，正在查车的民

警见司机径直冲来，立即合围上来将其

抓获，发现其身上有着浓烈的酒味。 经

检测， 该男子每 100 毫升血液酒精含

量为 129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标准。

据悉，该男子姓王，是凤冈县新建

镇人，暂住在凤冈县城。 当天下午，王

某在家用餐时喝了些白酒， 然后骑摩

托车载着女友张某， 准备到县城凤凰

广场玩耍。

8 月 12 日，交警大队对王某无证

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拘 10

天的处罚。 对王某涉嫌危险驾驶罪的

犯罪事实，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醉骑摩托兜风，发现交警查车

骑手丢下女友

撒腿就跑

黔东南和遵义销毁非法枪支现场

本报讯 昨晚， 一辆载有 30吨燃

油的油罐车在贵阳南环高速自燃，消防

指战员、 高速交警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及时将火势控制，未造成人员伤亡。

当晚 20时 30分左右， 贵阳高速

交警三大队接到报警称， 在南环高速

往惠水方向的杨眉堡互通匝道内，一

辆油罐车突发自燃。 6分钟后，高速交

警赶到现场时， 发现罐车火势已经无

法控制。司机称，这辆油罐车上载有柴

油和汽油共 30吨。

“为预防二次事故，我们对事发

路段进行双向交通管制， 等待消防前

来救援。 ” 现场交警说。

20 时 40 分，消防官兵赶到现场，

经 10分钟全力救援后，罐车明火被扑

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车辆受损。

据驾驶员介绍，当日他从久长油

库运送燃油前往惠水，来到事发路段

时，右后轮爆胎起火，于是他用灭火

器和水箱里的水进行灭火，但火势并

未得到控制。

据了解，截至昨日 22 时 30 分，该

路段尚未恢复通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强）

罐体内有柴油和汽油30吨，

消防赶到扑灭大火

满载燃油罐车

高速路上自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