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2 月 1 日，2018 年环

梵净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贵州沿

河县举行，比赛汇聚了来自俄罗斯、

澳大利亚、白俄罗斯、伊朗、蒙古国、

哈萨克斯坦、 厄立特里亚、 中国香

港、 中国台湾等不同地区 30 支车

队、近千名骑手参与。

此次赛事由贵州省体育局、铜

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设置了男

子公路国际精英组、 男子公路大众

组、男子山地大众组、女子山地大众

组，四个组别，其中，国际精英组的

角逐采用了类似

Hammer Series

的

抢分赛制， 这也是国内公路自行车

赛事上首次采用抢分赛制。

2018 环梵净山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已连续举办第 8届。

（本报记者 陈问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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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1 日上午 8:30

分，2018年贵州环雷公山超 100 公

里国际马拉松凯里赛段在开怀主

题公园鸣枪开赛，近万名运动员在

小雨中参加了比赛。

据了解，作为黔东南州府所在

地的凯里，早在 2011 年，已是“黔

东南超百” 的指定赛段，今年携全

新赛道强势回归。 本赛段赛程

42.195公里，从凯里开怀主题公园

出发至国家 4A 级景区下司古镇，

途经独具苗侗文化特色的风雨长

廊、民族体育场、清水江风雨桥和

集车辆通行、观光旅游、休闲健身

功能为一体的景观生态道路滨江

大道等地，沿线身着苗侗服饰的群

众载歌载舞。 赛道路线设计充分体

现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原生

态的民族文化，让参赛选手们在奔

跑时不仅可以领略独特的民族风

情，还可以在优美的自然风光中感

受呼吸的律动。

本赛段马拉松参赛选手共

1055 名，其中，外籍选手 82 名，主

要来自俄罗斯、意大利、埃及、巴基

斯坦、埃塞俄比亚、南非等 37 个国

家；国内选手 973名。 此外，当天还

有全民健身跑活动，该赛程为 5 公

里，从凯里开怀主题公园出发至仰

阿莎广场，来自黔东南州、凯里市

党政机关、街道、企事业单位干部

职工、 学校师生等 8000 人参加本

次活动。

经过激烈角逐，男、女子全程

的冠亚季军诞生。 在第二赛段再度

夺冠的管油胜表示， 经过两日比

赛，肌肉难免有些疲劳。 在小雨中

奔跑，反而能放松肌肉。 在参加本

次“超一百” 比赛前，管油胜几乎

是“以赛代练” ，他刚刚参加了上

海国际马拉松全程比赛、广西百色

半程马拉松赛等， 在 9 周中跑了 9

场马拉松。 对于成为总冠军，管油

胜表示，将在最后一日的半程马拉

松比赛中，尽力奔跑。 同样二度拿

下女子冠军的姚妙在凯里赛段略

感吃力，“上坡太多了，感觉一直在

上坡。”对于最后一日的比赛，姚妙

表示，只要能坚持下来就好。

（本报记者 杜立 文 张晨 图）

2018年贵州环雷公山超 100 公里国际马拉松凯里赛段开赛———

近万名选手 在雨中奔跑

女子全程组：

冠军：姚 妙（2:53:53）

亚军：李井芬（2:57:04）

季军：郑文荣（2:58:56）

男子全程组：

冠军：管油胜（2:24:12）

亚军：祁 敏（2:28:10）

季军：李德洪（2:28:18）

■相关链接

穿城而过的一条河流，在被发

现因排污不当造成污染后，迟迟未

能整治达标，为此铜仁市松桃县环

保局、县水务局，双双被松桃县检

察院提起公益诉讼。 11月 30日，该

案经法院审理，两部门因监管不力

被判违法。

县城母亲河

污染指标超标 3.35 倍

从松桃县城穿城而过的南门

小河，有该县母亲河之称。 当地百

姓说， 这条河在前几年还清澈见

底，甚至还有人在河里洗菜。

但是， 自 2014年 5月至今，松

桃县城南门桥至东门桥段杨芳路

旧城改造工程片区的污水，由于没

有进入县城污水管网系统管道，且

设置了 3个排污孔直接将污水排入

南门小河，导致河水受到污染。

监测数据显示，受污染河流的

CODcr

（重铬酸盐指数）超标 3.35

倍，粪大肠菌群超标 1.4倍，严重影

响县城居民生活质量。

2016年 7月 7日、10月 28 日，

松桃县检察院针对上述违法排污行

为，先后两次向县环保局发出检察

建议，建议由环保局依法调查处理，

但环保局均未进行查处。

松桃县检察院在公益诉讼中称，

就县城母亲河受污染的事实，他们也

曾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向松桃县

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但水务局也只

是进行了回复而并没有治理。

松桃县检察院认为，县环保局、

县水务局因怠于监管，导致河流受

到污染，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处于

持续受侵害状态，要求法院判决两

部门履职不力行为违法，并在后续

工作中履行好监管职责。

两部门曾出力整治

但指标仍未达标

今年 10月底， 根据管辖权限，

该案在遵义市播州区法院开庭。 记

者采访获知，在法院受理了检察机

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后，两部门积极

采取措施，投入资金对被污染河流

实施整改，措施包括封堵排污口、将

生活污水接入市政排污管网等。

两部门提供的证据显示，经过

治理，南门小河重铬酸盐指数已经

达标。 不过， 在 11月 30日的开庭

中，新的环保监测数据却显示，被污

染河道的粪大肠菌群仍然未到达合

格标准，这意味着南门小河的污染

依然存在。

对此，县水务局提出，因该河流

在截流施工，环保部门的取样并不

科学，并对监测结果提出质疑。 当

天下午，播州区法院经审理后采信

了这份新的监测证据。

11 月 30 日，法院一审判决松

桃县环保局、 县水务局在 2018 年

4 月前对县城南门小河污染怠于

监管的行为违法，并判令两部门今

后继续履行监管责任，督促相关单

位在判决生效后 6 个月内完成污

染治理。

两部门管不好县城一条河———

环保局水务局双双被判违法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遵义市桐梓县一对新

人， 结婚请婚庆公司拍摄的视频竟

然存在图像不清、人像重影等问题。

不过，当婚庆公司被告上法庭时，法

院却认为双方合同并无问题， 婚庆

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

今年 9月 30日， 桐梓县一对新

人在举办婚礼前，找到当地一家婚庆

公司，口头约定由该公司为其承办婚

庆， 但双方未对质量、 摄影场景、效

果、验收标准、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

婚礼后， 这对新人向婚庆公司

支付了婚庆费用 8800 元，但当二人

收到婚礼摄影光盘时发现， 婚庆摄

像存在图像不清楚、颜色错位、有重

影、遗漏重要环节等问题，双方协商

未果，何某二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今年 11 月底，桐梓县法院经审

理后认为， 何某夫妇与婚庆公司未

就质量、摄影场景、效果、验收标准

和方法、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 原告

虽提出被告所制作的光盘存在问

题， 但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光盘

摄影不符合合同的约定， 所以被告

不存在违约行为。

法院一审判决， 对原告要求被

告支付违约金和精神抚慰金的诉讼

请求不予支持，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报记者 黄宝华）

婚庆公司拍婚礼视频出现

重影等问题，新婚夫妇将其

告上法庭———

只有口头承诺

法官判不予赔偿

环梵净山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在沿河开赛

世界各地

30支车队参加

连续两天第一名的选手管油胜

选手们在奔跑中

本报讯 现居住在六盘水的纳

雍籍男子王某因逾期未换证， 交警

对其开据处罚决定书后， 其便在网

上发视频辱骂执勤交警。

据介绍，11月 27日 17时许，六

盘水市交管局直属一大队四中队民

警在荷城花园片区整治交通违章行

为时，查获驾驶宝马车的男子王某驾

驶证逾期未换证的违法行为。交警执

勤人员开据处罚决定书后，又继续执

勤。当晚，交警便接到群众举报，称有

人在网络发侮辱交警执勤人员的语

言。 交警向辖区荷城派出所报警，派

出所传唤王某，王某拒不配合，并删

掉辱骂交警的视频，关机拒绝接受调

查。随后，荷城派出所民警经过侦办，

找到男子王某并将其带至派出所。

经查， 王某在陌陌朋友圈发了

侮辱交警的语言， 并配上处罚决定

书视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之规定，公安机关

给王某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 罚款

500元的行政处罚。 （赵雄 高松）

男子违章被处罚———

朋友圈骂交警

被拘十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