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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粉25元” 和平饭店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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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供电局

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贵阳市 2020

年 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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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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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城

区

域

1月 20日

10:00—18:00

10千伏

贵府线

3347 开

关后段

贵开路、大营坡部

分区域 银佳花园、

房屋经营建设公

司、嘉怡花园

公 告

根据贵阳市烟花爆竹“保障安全、方便群众、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 原则和“一环

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二环内禁止销售烟花爆竹” 有关要求，我区一环以宝山路、北京路（不含

北京西路）、枣山路、浣沙路为准，二环以东、西、南、北环线为准。

为加大查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规范烟花爆竹经营市场

秩序，云岩区成立了 2020 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希望广大市民积极举报，举报电

话:

�������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 86679110

�������贵阳市云岩区应急管理局：86679117�86679113

�������云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86772592

�������云岩区城管大队：86868110

�������贵州省供销社烟花爆竹连锁有限公司：13984012458

�������在云岩区登记备案的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有：贵州省供销社烟花爆竹连锁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云岩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二 0二 0年一月十四日

本报讯 本周日“行走的课堂”

晚报小记者活动，在新年到来之际特

别推出“闹新年、猜灯谜”活动，让小

记者们提前感受浓浓的年味。

活动中， 灯谜协会会长将向小

记者们介绍灯谜历史、 如何制作灯

谜、如何猜灯谜等。小记者们还将组

队闯关，看哪组猜出的灯谜多。

同时， 每逢春节南北方习俗各

异， 但吃一碗寓意团圆顺意的汤圆

却从不缺席。活动中，晚报记者将同

小记者和家长们一起包汤圆、 吃汤

圆，共庆新年。

另外， 自 2014 年成立至今，晚

报小记者团已走过六个春秋。 六周

岁生日到来之际， 小记者团将于

2020 年 2 月底开启为期一个月的

嘉年华活动，2 月 16 日嘉年华开幕

式上， 有才艺的小记者可成为全场

焦点。 相声、小品、舞蹈、器乐、声乐

……活动将于本周六下午开启现场

招募， 有意愿登台的小记者可自带

表演器械前来报名。 （孙维娜）

接到陆先生在贵阳市网络问政

平台反映的问题线索后，2019年 12

月 30日、2020年 1月 9日， 记者两

次来到赖头冲安置点了解情况发现，

赖头冲安置房漏水现场并非个例。

陆先生的安置房位于

D

4 栋 3

单元 401号房屋。 2019年 12月 30

日， 记者来到陆先生家中看到，卫

生间楼板与墙面相交的墙角处有

大块明显的浸泡痕迹，相邻的墙面

瓷砖也遭受水的浸泡。 陆先生告诉

记者，2017 年 6 月发现房子漏水

时，曾向小区物业、暹达公司和南

明区住建局都反映过，但一直未有

施工人员上门处理。

记者在小区走访中了解到，有

房屋漏水情况的不止陆先生一家。

同一小区的业主兰其才告诉记者，

2016年 5月，富源居物业服务中心

一共向他移交 7 套住房， 其中有 3

套住房的楼板墙面存在漏水现象，4

套房子出现墙面开裂现象， 记者在

兰其才的

A

11 栋 4 楼 3 号房内看

见，厨房的楼板存在 2处漏水现象，

导致墙面瓷粉呈马蜂窝状脱落。

赖头冲安置点富源居物业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给记者看了一份台账。

台账显示，2019年 1月 29日至 2019

年 11月 2日期间， 备案关于房屋漏

水的问题有 45起（无重复登记）。

据了解，贵阳铁路枢纽赖头冲安

置点工程系 2008年因贵阳铁路枢纽

工程（南明段）拆迁而实施建设的安

置房，安置点项目位于南明区二戈寨

赖头冲，建设单位为贵阳南明暹达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建设资金

来源为相关项目安置房采购款和南

明区财政资金。该安置点项目总建筑

面积 3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2467套

共计 25.2万平方米。

综合执法已经展开

“网络问政” 操作流程

扫左侧二维码

下载贵阳头条

APP,进入网络问

政，点击“我要反

映问题”，再通过

手机号进行登录。

安置房漏水 三年未得解决

相关部门已介入，督促各方解决问题

监理单位： 这不属于工程缺陷，

是行业中的通病

1月 9日上午， 在网络问政记者

的要求下， 南明区住建局质监站，项

目监理方深圳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暹达公司、施

工单位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及

该小区物业，一同查看了赖头冲安置

房的部分漏水房屋 （均未二次装

修），漏水的地方有卧室、卫生间、厨

房、消防栓、天窗、阳台等多个部位。

深圳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曾永春向记者表示，房屋

漏水现象基本上由三种原因造成，一

是基础沉降不均；二是煤气施工或者

二次装修造成防水层破坏；三是所用

砌砖水气未蒸发造成。“按规范要求，

砌砖要先发水， 发水后才能砌墙，砌

墙后再风干，然后才能进入下一道施

工工序，这个时间最少要半年。”曾永

春说，这不属于工程缺陷，是行业中

的通病。

施工单位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赖头冲项目部负责人蒋山表示，出

现这种情况可能和当时抢工期有关，

“当时是提前了几个月时间完工。 ”

建设单位：排查后，组织专业队

伍进行修复

对于赖头冲安置房漏水问题，南

明区住建局在现场也进行了确认。但

上述说法是否被政府相关部门认可？

南明区住建局质监站站长余艺涛表

示，涉及监理单位所提 3 个方面的原

因及其他技术问题，由建设单位组织

参建其他各单位向网络问政记者作

一一答复说明，同时要求建设单位在

本周内确定整改时序、 时间节点，

“我局将全程参与，督促好建设单位

履行职责。 ” 余艺涛说。

1 月 9 日下午，暹达公司赖头冲

安置房项目部主任金莉向网络问政

记者表示，由于天气原因，目前防水

施工效果不好， 为彻底解决该问题，

经协商，即日起，先由物业联系业主

进行入户排查， 建立问题清单台账，

报暹达公司。 预计 2 月 9 日起，施工

单位组织专业队伍根据排查情况对

各部位渗水问题进场修复。监理单位

对处理过程进行监督。 修复完成后，

物业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抽查回访和

反馈。 贵阳日报融媒体实习记者 刘

庆 吕崇玲

市民问题：

近日，南明区二戈寨赖头冲安置房（贵阳铁路枢纽赖头冲安置

点工程）业主陆先生向贵阳市网络问政平台反映，自己的拆迁安置

房漏水， 交房拿钥匙的时候就已经找过相关部门反应， 但一直在拖

延，推诿不予理睬，到现在快三年了，问题仍未解决。

记者调查：该地安置房漏水并非个例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行走的课堂”

本周闹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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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1 日晚， 中央电

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以“‘宰客’

的长途客车” 为题，曝光了贵州、湖

南等地大客车通过违法服务点“宰

客” 行为。节目一经播出，贵州省交

通运输厅高度重视， 立即作出部

署， 对节目反映问题深挖细查，展

开全省道路旅客运输行业违规行

为整治行动。

连日来，全省贵州交通运输系

统积极采取有效举措。1月 11日晚，

铜仁交通运输部门联合相关单位对

大龙开发区和平饭店进行了检查，

当地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道路运政

部门对涉事车辆立案查处， 约谈相

关企业。

目前， 工作组已结合春运展开

检查，通过明察暗访，深挖细查并督

促整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会同公

安、市场监管、卫生等部门，加强对

合法接驳点的监督检查， 深入查处

公路沿线非法接驳点， 规范车辆停

靠行为。 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

水平，对过往车辆加油、就餐、休息、

如厕等提供便利服务。 加大企业和

车辆行驶信息公示制度， 在车辆上

公示车辆行驶线路、 停靠点及投诉

电话，及时处理群众投诉。

据了解， 全省各地道路运输行

业已全面行动起来， 拉开为期三个

月的专项整治行动， 着力开展道路

旅客运输乱象整治行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央视曝光贵州、湖南等地大客车“宰客” 行为后，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贵州作出部署 整治道路客运乱象

1月 11日晚，央视《焦点访谈》报

道了“大龙和平饭店”“宰客”现象。

报道称， 一些长途大巴车不在高速公

路上的服务区停靠休息，“舍近求远”

将乘客带到高速公路之外的 “服务

区”停靠。而“服务区”内，一碗米粉要

25元，远远高出当地市场价格。

当晚， 大龙街道和市场监管等

部门连夜对大龙开发区和平饭店的

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了

查验，对和平饭店的账本、台账进行

查封核查，对饭店负责人进行调查。

交通运输、 公安交警加强高速路口

春运值勤， 开展长途客车违规下站

劝返引导工作。

本报讯 1 月 13 日， 世界十大

烈酒———遵义产区第四届“红高粱

奖” ，在赤水河畔的仁怀市颁发，20

位高粱种植能手，与众多酒企老总、

销售精英、酿酒师同台领奖。

“红高粱奖” 是遵义市酒业协

会、仁怀市酒业协会为倡导“工匠精

神” ，表彰在打造世界酱香白酒产业

基地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当天， 来自仁怀市、 绥阳县的

20 位高粱种植农户，获得本届“红

高粱奖” 单项奖———红高粱种植能

手称号。这些获奖者，都是普通的高

粱种植户。 （黄黔华）

世界十大烈酒遵义产区

举行颁奖仪式———

20位种植能手

领“红高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