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0月16日 星期二

综合

ZONGHE

A

06

编辑／版式 曹勋银 校对／蒋珺

贵阳供电局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贵阳市 2018 年 10 月 23 日—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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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5日

9:00--21:00

10千伏富塔线 023间隔至 618号柱上开关

市南路部分区域：电力物资公司 1号变等；

贵

阳

城

区

10月 24日

09：30—17：30

10千伏二碧线石龙马鞍 2号变令克

石龙马鞍村

10月 23日

09：30—17：30

10千伏二碧线 2014 号开关至二碧 -

龙谷线 2720号联络开关之间

谷立村：谷立四组、谷立牛王角、谷立抽水房。

石龙村：石龙张家凹、石龙大寨、冶金建设公司、石

龙围坡、石龙关山、石龙笔架。

10月 23日

09：30—17：30

10千伏二碧线石龙马鞍 1号变令克

石龙马鞍村

10月 25日

09：30—17：30

10千伏二碧线白岩公变

10月 26日

09：30—17：30

10千伏二碧线干坝公变

石龙干坝村

10月 25日

09：30—17：30

10千伏二碧线围坡公变

石龙围坡村

10月 26日

09：30—17：30

10千伏二碧线牛王角公变

牛王角村

经

开

区

︵

原

小

河

︶

花

溪

区

石龙白岩村

10月 22日

9:00--17:00

10千伏岩镇线 4 号环网柜 012 开关后

段线路

青岩镇南街村、新哨村片区

�

�

观

山

湖

区

︵

原

金

阳

区

︶

10月 23日

6:00--18:00

10千伏岩九线、岩三线、岩楼线、岩摆

线、岩镇线、岩学 I回

青岩镇玉带溪园、玉带湾畔片区

10月 26日

9:00--14:00

10千伏养天线 #53 杆石板井分支 206

开关后段

石板井村、羊叉路、滋韵食品厂、贵大安置房片区

10月 24日

9:00--17:00

10千伏溪青线 19 号杆 3031 开关后段

线路

长岗岭、上板桥、茶山脚、关口寨安置房、桐木岭四

组、浪风关、云上花园、戒毒中心、西湖明珠、云上

村委、大牲畜市场等

10月 23日

09:00—17:00

10千伏阳五线 011开关后段线路

水电九局、广信四季家园、啤酒厂、贵遵加油站、

光明房开、肿瘤医院（九局医院）等

10月 25日

09:00—18:00

10千伏金啤线 213开关后段线路

金黔房开、贵州客车厂、批发市场北区、铁路高级

技工学校、九州名城、贵州建工集团城市建设房

开公司、水电九局宿舍、三桥批发市场、木材市

场，肿瘤医院（九局医院）等

本报讯 10 月 15 日，贵阳北控

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公告称，为

配合轨道交通 2 号线建设，需对供

水干管实施迁改。10月 16日上午 9

时至 10月 17日凌晨 3时， 贵阳市

云岩区、观山湖区等地 40多个路段

区域将停水 18小时。

具体停水区域为： 兴黔路、长

岭路沿线、阳关大道沿线、北京西

路沿线、金谷园、世纪城、远大生态

风景、阳关小区、百花大道沿线（三

砂、贵州轮胎厂）、黎苏路、鸭江寨

片区（申一橡胶厂、贵州橡胶制品

厂）、210 国道沿线 （雪花啤酒厂、

圣泉流云花园、益佰制药）、水电八

局、水电九局、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阳关村委会、厂簧坝、金关区域、西

南商贸城、六砂、小箐村、黔灵山路

沿线、贵阳高铁北站、金清大道沿

线、林城东路沿线、林城西路沿线、

云潭南路沿线、 云潭北路沿线、观

山西路沿线、观山东路沿线、金阳

南路沿线、金阳北路沿线、金朱路

东路沿线、金朱西路沿线、东林寺

路沿线、石林东路沿线、兴筑东路

沿线、兴筑西路沿线、诚信南路、碧

海南路、石标路、金岭路、奥兴路、

腾飞路等及周边相邻路段。

与此同时，三桥、马王庙区域

和观山湖区其余各路段供水压力

将有所下降。

贵阳北控水务温馨提示，恢复

供水有可能延时，请相关区域的居

民提前做好蓄水准备。 如提前通

水，恕不另行通知。 供水服务热线：

96015。 （本报记者 曾秦）

贵阳多区域将停水18小时

时间从今日9时起至明日3时，涉及云岩区、观山湖区等地40多个路段区域

本报讯 今日 14时至 15时， 贵阳

市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处（艾滋

病防治工作处）处长刘毅峰，以及贵阳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防科科长周健、

副科长袁飞，三位专家将值守本报“专

家坐诊”健康热线，针对青少年如何防

治艾滋病的话题，与读者进行交流。

据统计， 每年新发现艾滋病病例

中，20 至 29 岁年龄组的感染人数最

多， 且青年学生占比有逐年增加的趋

势。 国家目前对青少年艾滋病防治工

作有哪些策略和具体的工作要求？ 在

疾病早期， 有哪些较为明显的症状表

现？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该如何有效

远离艾滋病……针对此类问题， 今日

14 时至 15 时， 读者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 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可关注“贵

阳晚报黔生活”（gywbysh） 微信公众

号后，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发送，本报

将把问题转给专家，并在“健康森林”

版面刊登专家的相关解答内容。

（本报记者 王杰）

本报讯 10 月 22-24 日，2018 年

贵州省“多彩贵州·黔茶飘香”茶艺职

业技能大赛总决赛将在贵阳举行。 全

省 9 个市、州、贵安新区以及 10 所高

校将组织代表队同台竞技茶艺技能。

目前， 全省共有 20 支代表队参

赛。比赛设置有茶艺职业技能个人赛、

团体赛、“贵州冲泡竞赛” 。

总决赛中，茶艺职业技能个人赛、

团体赛、“贵州冲泡”竞赛分别设金奖

1 名、银奖 2 名、铜奖 3 名、优秀奖若

干名； 个人赛的获奖选手将获得茶艺

师资格晋级奖励， 个人赛前三名将获

“贵州省技术能手”称号。 （陈玲）

市计生委专家联手市疾控中

心专家值守本报 “专家坐

诊”健康热线

青少年如何“防艾”

听专家怎么说

2018“多彩贵州·黔茶飘香”

茶艺大赛总决赛将举行

20支代表队

将在筑品茗斗艺

本报讯 10 月 15 日，贵州省林

业厅、贵阳市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

在贵阳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举行

“贵州省 2018 年湿地保护宣传周”

活动启动仪式，公园北大门将举行

图片展出、发放宣传册等活动，市民

可前往参与。

据悉，每年 10 月的第三周为我

省的湿地保护宣传周，今年是我省

第 3 个湿地保护宣传周。

目前我省湿地总面积为 20.97

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1.19%，

具有湿地类型多、斑块面积小、喀斯

特湿地多、生物多样性丰富等特点，

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湿地

保护工作的开展和湿地公园的建

设，不仅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更

是拉动了地方经济效益。

据了解，为了保护湿地，贵阳市

设立市县两级保护机构。 各区（市、

县） 的湿地保护牵头部门为生态文

明建设局。

目前全市有 4 个国家级湿地

公园，其中贵阳阿哈湖国家湿地公

园已建成并已通过国家林业局验

收， 并被国家林业局列为全国 23

家重点建设示范点和 9 家中国国

家湿地公园创先联盟成员单位之

一。 清镇红枫湖、观山湖区百花湖、

修文县岩鹰湖 3 个国家湿地公园

获批试点建设；正在申报建设 2 个

省级湿地公园， 即开阳县青龙河、

观山湖区观山湖省级湿地公园；批

准建设 8 个市级和 3 个县级湿地

公园（试点）。

本次活动周期间，贵阳阿哈湖

国家湿地公园北大门将开展以下活

动：向市民游客发放《贵州省湿地

保护条例》等宣传手册；设置《贵州

省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

《贵州省第一批重要湿地名录》等

湿地保护法规和政策相关内容宣传

展板。

同时， 活动将通过图片的形式

重点宣传湿地的生态功能和湿地在

生态保护中的重要性， 突出宣传

2018 年世界湿地日主题 “湿地 -

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 本地区

湿地（湿地类型）保护区、湿地公园

的建设情况。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本报讯 10 月 15 日，记者在贵阳阿哈湖国

家湿地公园看到， 该公园正在布置一个大型的

菊花展，虽然还没开展，但已经吸引很多游客市

民驻足拍照。

本次菊花展开展时间从 10月 19日持续到

11 月 9 日，展出的菊花品种超 80 种，总计 8 万

多株。

据悉，菊花在植物分类学中是菊科、菊属的

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按栽培形式分为多头菊、

独本菊、大立菊、悬崖菊、艺菊、案头菊等栽培类

型；有按花瓣的外观形态分为园抱、退抱、反抱、

乱抱、露心抱、飞午抱等栽培类型。 不同类型里

的菊花又命名各种各样的品种名称， 此次菊花

展中的金背大红、白托桂、墨荷、绿安娜等稀有

名贵菊花也将亮相

秋天正值菊花开放的时节， 公园北大门正

在被各色的菊花装饰，红色、黄色、白色、紫色等

颜色的菊花交织在一起，美不胜收。

记者了解到， 本次菊花展区域集中在公园

北大门，距离开展还有几天，但现场已布展了大

部分菊花，市民和游客可前往观赏。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我省湿地保护宣传周活动在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启动

以“展”为媒 呼吁市民保护湿地

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本

月 19日举行菊花展

80余种菊花

等你来观赏

10月 15日， 由南明区民政局、南

明区老年办共同举办的“爱在重阳，感

谢有您” 敬老活动在铁建国际城长者

服务中心举行。

在当天活动中， 开展了免费生活

服务、爱心义诊、健康讲座等形式多样

的活动。 同时，还为老人送去了鲜花及

重阳糕， 给社区老年人的生活增添了

一份色彩， 以此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指

数。 易颖 石照昌

南明区民政部门

举办敬老助老活动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