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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贵阳市武岳酒店一楼大厅老酒馆，

为期 10 天的陈年老酒贵州征集活动， 圆满落

幕，不少老酒收藏爱好者，开心而来，满意而归，

将美酒变现。 活动结束，但优惠政策不变，只要

成交，就送 100 元路费，成交上万元，再送 500

元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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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酒馆为珍视顾客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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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酒馆鉴酒专家介绍， 很多市民不懂如何

收藏老酒， 致使家中爱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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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酒馆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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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果园购物中心

星美国际影城解约公告

尊敬的“花果园购物中心星美国际影城” 客户

及供应商：

我们非常抱歉地通知您，由于“花果园购

物中心星美国际影城” 长期停业，我司已依法

解除了 “花果园购物中心星美国际影城” 的

《租赁合同》并拟收回租赁场地，请各位知悉本

公告后及时与 “花果园购物中心星美国际影

城”协商储值卡退费、租赁物品退还等事宜。 给

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贵州花果园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0日

城市中心绝版

旺铺招租

小十字中山东路与护国路交

叉口中信银行二楼 1000 平米商场

面向社会招租，

五年为期， 交四

年免一年， 一环

之内，心脏位置，

可作餐饮，商场，

网吧， 娱乐等经

营场所。

欢迎来电：13765326881

本报讯 一男子伙同他人从租

赁公司租来 7 辆轿车，随后办理假

证件将它们抵押出去， 骗得 30 余

万元。 案发后，该男子冒用他人身

份潜逃了 5 年。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

云岩公安分局黔灵派出所了解到，

警方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成功锁定

其真实身份。

据介绍，2014年 8月至 12 月期

间， 犯罪嫌疑人封某伙同夏某、陈

某、秦某、张某、肖某（女）等一共 6

人， 在贵阳市北京路多个租赁公司

租用 7辆轿车。 随后，几人办理假行

车证和假机动车大本， 将车辆抵押

给他人，骗得 30余万元。

案发后， 公安机关及时将涉案

车辆追回， 并将另外 5 名犯罪嫌疑

人抓获， 而犯罪嫌疑人封某则潜逃

在外。 云岩公安分局于 2015年 3月

对封某上网追逃。

今年 9 月 2 日， 犯罪嫌疑人封

某在广州番禺区广州南站地铁广场

被当地警方抓获。

据了解， 封某在潜逃期间，捡

到了罗某某的身份证。 为逃避打

击，封某改名罗某某，在新疆阿克

苏、湖南衡阳、广州番禺等地躲藏

期间，靠做小生意谋生。

“被抓获后，他始终不承认自

己的真实身份。 ” 据办案民警谭睿

介绍，封某的长相与他捡到的身份

证上的男子很相似， 被警方抓获

后，他多番狡辩，不承认自己的真

实身份。 不过，民警通过人脸识别

对比系统，很快将他“打回原形” ，

锁定其真实身份。

9月 6日，云岩公安分局黔灵派

出所民警将封某押解回贵阳。目前，

该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逃犯捡到身份证，冒用 5年后被抓，拒不承认真实身份：

人脸识别技术 将他“打回原形”

本报讯 体彩大乐透第 19103

期于 9 月 4 日开奖， 前区开出号码

“05、12、22、27、32” ，后区开出号码

“04、07” 。 本期全国开出 9 注一等

奖，其中贵州开出一注 1000 万元头

奖。 昨日上午，来自铜仁市松桃县的

王先生在贵州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领

取千万元大奖。

幸运者王先生告诉记者，平时他

以经营小生意为生，5年前， 他首次

投了 2元买了一张彩票就中了 1000

多元，之后就成了铁杆彩民，有空就

会去彩票店随机买几张。这次的中奖

号码也是他随机买的，中奖彩票是一

张 102元 52注的胆拖复式票， 单票

中奖金额总计 1028万元。

王先生说， 他打算拿这笔钱去

创业， 同时也会关注老家一些贫困

山区的学校、养老院，贡献自己的一

份心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松桃一彩民 中了千万元大奖

体彩大乐透第19103期开奖:

本报讯 “自称是社区居委会工

作人员， 受街道办委托上门卖灭蟑

螂药品，如果街坊们遇到这样的人，

要留心了……”最近，记者接到凯里

市的一些市民反映， 称家里的老人

以及身边朋友被这些所谓的 “社

区”人员骗了，均高价购买了两支除

蟑螂的药品。

记者就此向凯里市爱卫办进行

核实。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街道一

般都是免费发放药品，绝不会高价出

售， 也未委托其他人员上门卖药，请

街坊们注意。 记者通过网上查询发

现，这两支以 120元高价买的除蟑螂

药品，实际才十几块钱一支。

家住凯里某小区的业主江女士

说，前不久，她独自在家里，一女子

敲门进入她家。 该女子说，她是居委

会的工作人员，晚上八点半到九点，

社区要统一杀蟑螂。

“她拿着活页夹和笔，看起来

挺像工作人员，但我没有看到工作

证。 ” 江女士说，她当时想到这个

女子既然是社区的， 应该没问题。

接过蟑螂药后， 对方却向她索要

120元，还开了发票。

对方走了后，她才反应过来：居

委会统一杀蟑螂，怎么会要钱呢？

另一小区的业主杨女士说：“这

个女的操四川口音，拿了一个本本，

我感觉应该是被骗人的名单， 整整

有 4页多。 ”

随后， 记者向负责发放 “除四

害”（即灭鼠、灭蚊、灭蝇、灭蟑螂）

药品的凯里市爱卫办咨询得知，他

们从未委托街道或者社区到居民家

发放或出售药品。

“我们也得知有人以政府名义

强制卖药的信息，为此提醒广大市

民，每年我们除虫鼠害时，都会通

过正规媒体渠道发布公告。 如果市

民想要药品， 可到社区去领取，都

是免费的，不会高价卖给居民。 ” 相

关负责人说。 （顾菲 吴如雄）

谎称社区统一杀虫 骗子高价卖蟑螂药

凯里多位市民被骗，相关部门称，从未委托人员上门卖药

本报讯 9月 8日， 普安县人民

法院巡回法庭公审一起 “官告民”

案件： 一对夫妇拒不履行送子女入

学义务，被乡政府告上法庭。

原来，被告陆某某和罗某某是一

对夫妻，均为普安县高棉乡喜打村的

村民。 二人育有两个孩子，分别为 17

岁和 14岁， 目前尚属九年制义务教

育阶段，从 2018年 9月起至今，陆某

某夫妻二人就未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送两个孩子到学校读书。

当地政府、 教育局以及学校老

师多次通过各种渠道与陆某某夫妇

进行沟通，反复做思想工作，讲解政

策法规， 希望他们能履行国家法定

的监护义务，保障孩子接受教育。但

陆某某和罗某某始终没将两个娃儿

送到任何一所学校读书。

今年 6 月 3 日以来， 高棉乡人

民政府连续 4 次向陆某某和罗某某

发出《义务教育劝返复学通知书》，

要求将两个孩子送到高棉乡高棉中

学复学，但两名被告置若罔闻，导致

两个娃儿辍学至今。

今年 8 月，高棉乡人民政府依

法向普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陆某某、

罗某某两名被告履行法定监护责

任， 将家中的两个孩子及时送至

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9月 8日上午 10 时许， 巡回法

庭当庭向两名被告宣讲了相关法律

规定， 并告知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

律后果。 同时向两名被告阐释了接

受教育对于孩子健康成长以及个人

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最终， 经过审判人员耐心地做

思想动员和反复释法， 两名被告均

表示认识到作为监护人不送适龄子

女上学属于违法行为，是对孩子接受

教育权利和前途命运的漠视，当庭表

示后悔并书面具名认错，承诺并保证

立即将两个孩子送到高棉中学复学，

直至完成学业。 （刘娟 梁俊鹏）

普安县高棉乡政府要求他们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履行义务

不送娃娃去读书 这对夫妇成被告

本报讯 9月 9日下午， 贵阳一

名 3 岁男童在把玩玩具时， 手指被

塑料玩具紧紧套住，无法取下，家人

无奈之下，只好求助消防员。

当日 15时 05分， 接到求助后，

贵阳市消防支队醒狮路中队立即调

派一个救援编组赶到现场，用钳子将

白色塑料剪开，成功帮孩子脱困。

救援期间，小男孩坐在椅子上不

哭不闹，右手还拿着冰淇淋，淡定地

吃着，跟没事一样。

消防员表示， 类似的情况他们

遇到较多， 但这么淡定的小朋友还

是很少见。 （谢金彬 张鹏）

男童吃着冰淇淋

淡定配合救援

手指卡进玩具，消防前

来救助———

本报讯 遵义市汇川区，一女子

喝农药自杀后，因家门口不通车，当

地派出所民警找来担架， 抬着她沿

着小路奔跑送医，最终助其脱险。

9月 6日上午 8时， 汇川公安分

局板桥派出所接到报警： 板桥镇柏

杨村尧上组，一对兄弟因土地纠纷发

生口角，其中一人的妻子喝了农药。

10 多分钟后， 救护车到达该

组，但公路并未直接通到村民家门

口，需要经几百米长的田间小道才

能抵达。 时间就是生命，为了抢救

该妇女，民警与辅警立即从救护车

上拿来担架，将该妇女放上担架固

定后， 一路小跑将其送到救护车

上，开往医院。 经及时救治，该妇女

已脱离危险。 （黄宝华）

民警抬着农妇

一路奔跑送医

女子喝药轻生， 救护车

抵达不了现场———

淡定男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