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 月 27 日，一场有关

红心猕猴桃的销售签约仪式在六

盘水市举行。 当天，贵州黔恒农业

外销签约总量达 600 吨， 其中 350

吨是销往俄罗斯。

“果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所以进入俄罗斯之后，应该会

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 8 月 26 日，

来自俄罗斯果蔬世界进出口的贸

易公司的一名称负责人表示。

这场推介会持续了 3 天，包括

实地考察、签约等环节。 而在此之

前，俄罗斯相关方面的人士已经多

达六次前来六盘水考察红心猕猴

桃，才最终作出选择。

“我们先后考察了阿根廷、澳

大利亚等国家，最终发现中国贵州

六盘水的红心猕猴桃的品质非常

完美。” 对此，俄罗斯阿各托克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经理乌拉基米尔·崔

表示。

“只抢到 350吨，远远不够。 ”

俄罗斯方面相关人员表示十分遗

憾，“明年一定提前下订单。 ”

据悉，贵州黔恒农业在水城县

米萝镇饿嘎、勺米镇梭沙和果立普

三个行政村共种植了 2000 亩红心

猕猴桃。 （本报记者 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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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8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

下午 15：00 时在贵阳市南明区中华南路 20 号新大陆

数码广场 10 楼 D 座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一、息烽县永靖镇文化路 56 号商业用房一间（建

筑面积约:100m

2

）;

��������二、 贵阳市中曹路 42 号商业用房 （建筑面积：

282.4m

2

）;

��������展样、报名时间：2018 年 9 月 3 日至 2018 年 9 月

7 日 （上午 9：00 至下午 17:00，9 月 7 日截止 12：00

时）

展样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报名地点：贵阳市南明区中华南路 20 号新大陆数

码广场 10 楼 D 座

咨询电话：0851—86768179���86768177

��������有意竞买者，请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报名点报

名，详情备有资料，在报名点咨询、索取。

贵州春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8月 28日

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 AA级企业 指定公物拍卖企业 省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春秋拍卖

贵阳供电局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贵阳市 2018 年 9 月 2 日—9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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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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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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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4日

09：00—19：00

10千伏吉鹤线 3255号柱上开关后段

仙鹤路部分区域：启新房开、西瓜大队、雅居窗帘

厂、美联房开、东方电镀厂、实验三中等；

贵

阳

城

区

10千伏吉师线 623号柱上开关后段

栖霞小区、煤矿村部分：中东物业、栖霞社区、

中天专变、农行宿舍、鞋扣厂等；

9月 4日

09：30—17：30

10千伏甘河线 830 号环网柜 8303 号开

关至 72号分段开关之间

四方河 2组公变

9月 6日

09：30—17：30

10千伏甘菊线灯笼坡 3 号公变低压配

电箱、10 千伏甘菊线灯笼坡 2 号公变高

压三相令克、10 千伏甘井线灯笼坡 1 号

变三相令克

灯笼坡 1号公变、灯笼坡 2号公变、灯笼坡 3号公变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

原

小

河

区

︶

9月 6日

09：00—19：00

通知

�������因产业大道建设需要， 现需征

收 杜 明 礼 （ 身 份 证 ：

520112196906152810） 位于观山湖

区金华镇上甫村二组（原上铺小学

旁边）房屋，请于见报之日起 3 个

工作日内提供相关的手续到观山

湖区金华镇征地拆迁办，逾期后果

自负。

联 系 人：郑钦朝

联系电话：18198166661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2018年 8月 28日

诈骗 24万流转费 三名干部被刑拘

本报讯 8 月 26 日， 遵义市播

州区一街道办事处联合当地教育

发展促进会， 给当地师生 “发红

包” ，受表彰的 28 名优秀教师每人

获 5000元奖金，新考上大学的学生

则获得 2000 元至 1000 元不等的

“红包” 。

为庆祝第 34个教师节，8月 26

日，播州区影山湖街道办事处在区

第四小学，举办教育表彰大会暨庆

祝第 34个教师节活动。 活动中，办

事处为区第四小学发放教育经费

50 万元，为其他 3 所小学分别发放

教育经费各 1万元。

据介绍，影山湖街道教育发展

促进会利用利息收入， 为新评的

“优秀教师” 和“优秀学生” 共 331

人发放奖金 30.96 万元，其中奖励

优秀教师 28人每人 5000元。

此次发放的经费还包括今年

考上硕士研究生、一、二本新生等。

硕士研究生 6 人每人获 5000 元，

985 院校学生 1 人获 3000 元，其他

一本、二本院校学生分获 2000元至

1000 元不等奖励，成绩排名靠前的

中、小学生也分获 1000元至 200 元

不等“红包” 。

（本报记者 黄宝华）

为庆祝第 34个教师节

遵义一街道办 给师生“发红包”

俄罗斯商家来黔抢购猕猴桃

猕猴桃已成为当地村民致富的重要农产品之一

本报讯 8 月 27 日，遵义市“警

保联动” 活动正式在遵义市汇川体

育馆启动，今后部分交通事故，市民

可到就近的保险公司网点处理。 此

外，一辆价值 3000 万元的直升机也

亮相现场， 并将参与交通事故中危

重伤员的空中救援。

据悉，此次“警保联动、快处快

赔、空中救援、服务群众”机制，是遵

义交通管理放管服工作向更大范

围、更广领域延伸的新起点。

启动仪式上，一辆价值 3000 万

元的直升机也正式亮相， 并将参与

遵义市道路交通事故空中救援。

目前， 遵义市交管局将与保险

公司建立实施事故处理快处联动、

农村协赔、警保联调、联动救援等六

大方面的合作协议。 （黄宝华）

本报讯 一男子驾车与另一辆

车发生碰撞后， 面对追赶不停车解

决，而是一路狂逃。 8月 26日，驾驶

人徐某为此被处以行政拘留 20天。

据通报，8月 25日 21时 16 分，

盘州市沙坡派出所交警中队接盘州

市公安交警大队指令， 秦某报警称

其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在盘州大道

董家庆路段被一辆货车撞到， 肇事

人驾驶肇事车辆往老机场方向逃

逸，请交警出勘现场。

经核实， 秦某驾驶小型普通客

车从盘州高铁站往红果方向行驶，

于 21 时许行驶至盘州市两河新区

盘州大道董家庆路段时，被一辆云 D

牌照的轻型仓栅式货车碰撞。 发生

事故后，该货车一路狂逃，秦某驾车

追赶至两河新区益康管业路段时无

奈报警。

8月 26 日， 民警在盘州市双凤

镇一工地上将肇事者徐某抓获。 民

警调取了其所在工地驾驶车辆的视

频资料、 发生事故被撞车辆的行车

记录仪等，将真相还原，徐某只好低

头承认。

根据相关规定， 警方对徐某作

出了行政拘留 20 天、 罚款 2000 元

的处罚。

（易芊伶 路冉 本报记者 高松）

遵义举行“警保联动” 启动

仪式

直升机亮机

交通事故救援

交通肇事逃逸

司机被拘 20天

同时被处罚款 2000 元

本报讯 遵义市播州区三名村

干部，为了骗取入驻该村某学校的

钱，鼓动村民签订虚假土地流转协

议。 8 月 26 日，涉案人员因此被拘

留。

近日，播州区苟江镇政府在协

调某村一桩土地中发现犯罪线索，

8 月 24 日，苟江镇政府向播州区公

安局报案。 随后，警方找到了村委

会主任张某、副主任刘某和会计陈

某。

据介绍，张某、刘某、陈某供认

了预谋诈骗土地流转费的事实。

经查：2014 年初， 某驾校搬迁

到该村时， 委托村委会租用土地，

并向村委会预付了土地流转费。

2015 年初， 驾校建设接近尾声，驾

校划来的资金还剩 24万元。为吃下

这笔钱，三人找到钟某叔侄，许以

好处，并出具不影响土地用途的书

面承诺，动员二人与村委会签订一

份土地流转协议，载明流转费为 24

万元。 签订虚假流转协议后，三人

将 24万元瓜分。 被骗的驾校，没有

发现漏洞。

8 月 26 日， 因涉嫌诈骗罪，张

某、刘某、陈某被遵义市播州区警方

刑事拘留。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

办理中。

（吴中美 本报记者 黄黔华）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