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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酒出手不宜等 早变现早获益

北京茅台收藏馆为老酒变现提供可靠渠道

今年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

杨厅举行的老酒变现活动

进入年终冲刺阶段， 收藏馆为此推出了系列答谢

活动，确保市民的老酒价值得到最大限度实现。

在活动中，主办方接到不少市民疑问，老酒何时变现

合适？是不是老酒保存年限越久越值钱？作为在老酒行

业摸爬滚打了十余载的北京茅台收藏馆， 对此体会最

为深切。 收藏馆在贵阳收酒的这两年间，老酒市场逐步

进入了理性正规的轨道，总体来看老酒价格起伏不大，

基本稳定。因为老酒价格不是与收藏年限成正比。老酒

价格自从 2012 年达到一个高峰后， 价格呈下降态势。

人们往往有一种“买涨不买跌” 的心态，这可以理解。

但市场规律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012 年那时

老酒价格虚高， 是不正常的。 所以才会出现之后的大

降。 同样， 目前老酒的行情是价格下行趋势越来越明

显，在观望中往往会丧失变现的最佳时机，在等待中只

能损失更多的现金。 老酒出手宜早不宜迟。 ”

此次， 北京茅台收藏馆以筹建全国茅台陈列馆为

己任，收酒的价格并没有调低，相应的礼品赠送活动继

续进行。 即使自己增加成本，也要确保市民的利益不受

损。 但此举毕竟只是暂时的行为。 老酒由于属性特殊，

市民往往存在一些认识误区， 欢迎市民来收藏馆与专

家交流。

地址：枣山路 95 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

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本报讯 近日的阳光让人有种

离冬天很遥远的感觉，不过，据省气

象台预测：本周，我省冷空气活动频

繁，全省将以阴雨天气为主，气温偏

低，7 日，中东部将降至 0℃以下。

具体预报为：2 日夜间到 3 日

白天，省的中西部地区多云，北部

地区阴天有小雨，其余地区多云转

阴天有小雨，中部地区夜间到早晨

有雾；3 日夜间到 4 日白天，我省大

部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南部有

雷雨， 局地大雨， 最高气温下降

6-10℃，西部边缘阴天间多云；4 日

夜间到 5 日白天， 全省阴天间多

云，气温有所回升；5 日夜间到 7 日

白天，受强冷空气影响，全省各地

阴天有小雨， 气温将大幅下降，最

高气温下降 8-12℃；7 日， 全省大

部地区最低气温将降至 4℃以下，

中东部降至 0℃以下， 地势较高地

区将出现冻雨天气。

贵阳市气象台昨日发布的天气

信息称，6 日到 9 日有冻雨天气（俗

称凝冻），其中，9 日冻雨范围扩大，

地势高处或将出现道路结冰和导线

积冰，相关部门要注意防范，市民需

提前采取防范措施， 减少低温雪凝

天气造成的灾害和影响。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受强冷

空气影响，12月 6日至 9日，贵阳市

气温将明显下降， 最低气温将降至

0℃以下。 其中，6日夜间、8日夜间，

地势高处有冻雨，9 日冻雨范围扩

大，全市大部地区有冻雨。

具体预报为：2日夜间到 3 日白

天， 多云间阴天， 气温 12～20℃；3

日夜间到 4 日白天，阴天有小雨，气

温 9～15℃；4 日夜间到 5 日白天，

阴天有小雨，气温 6～16℃。

贵阳市气象台监测的数据显

示：近 5 年来，贵阳市曾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17 日和 19 日；2014 年

12 月 11 日、12 日，2015 年 12 月 19

日、20 日出现冻雨天气，2016 年、

2017年的 12月都没有出现过冻雨，

今年冻雨天气将有所提前。

而从省气候中心统计的数据来

看，截至 11 月 29 日，我省今年已有

53县（市、区）于 11月入冬，主要分

布在省中部、北部及西北部，与往年

相比属于正常略偏早。

（石奎 本报记者 张晨）

5日夜间到7日白天，气温将大幅下降，最高降幅12℃

本报讯 贵阳北控水务有限责

任公司昨日发布停水公告称，为

配合人民大道建设， 供水干管将

实施迁改。今日 9:00 至 20:00，贵

阳老城区 10 余路段区域将停水

11 个小时。

具体停水区域为： 延安中路

（浦发银行一侧）、省发改委、中华

中路（百盛购物中心一侧）、中山

西路（恒峰步行街一侧）、瑞金中

路（环西小学一侧）、飞山街、岳英

街、公园北路、太平路、龙井路、省

府西路、河东路、公园西路、通衢街

等以及周边相邻路段。

北控水务提示： 因现场施工条

件复杂，恢复供水或会延时，请相关

区域的用户提前做好蓄水准备。 如

提前通水，恕不另行通知。 不明白之

处，请拨打供水服务热线：96015。

（本报记者 曾秦）

为配合人民大道建设，今日9时至20时：

老城区10余路段区域要停水

本报讯 昨日，40 名晚报小记

者前往位于白云区都拉营乡黑石

头村的贵阳北动车所了解动车知

识，探寻动车奥秘，寻找有关动车

和高铁的答案。

贵阳北动车所是贵州高铁动

车组的维修保养基地，为“八线十

六台位库” ， 即检修库内有 8 条轨

道，可同时对 16列动车组开展保养

检修，是功能先进、建设标准和现

代化程度很高的“动车之家” 。

当日上午 10 时，“探秘” 活

动开始，《贵阳晚报》的记者老师

给小记者们首先讲解动车概念和

分类常识、 中国高铁和贵州高铁

建设运营的有关情况。接着，动车

所工作人员带领他们来到该所调

度中心， 了解指挥调度动车的保

养、检修、出库等一系列流程，之

后参观了检修库。

据悉，检修库是对入库动车组

开展清洁、保养、维护和检修的场

所， 是动车所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小记者们被分成 4组， 每组由一名

动 车 机 械 师 带 领 ， 依 次 参 观

CRH2A、CRH380D 的驾驶室、车

厢，并讲解各部位和构件的功能作

用。 最后进入地沟，“钻入” 车底，

零距离查看动车底部的状况。

“今天我第一次看到了动车驾

驶室和动车车底， 动车的构造很复

杂，技术很先进，真是大开眼界。 ”

来自省府路小学的王翰艺说，“我

一定要把自己印象最深的地方好好

地写出来。 ”

从头至尾，贵阳市实验二小的

杨丽锦同学都仔细听讲、 认真记

录、积极提问。 她说：“听了老师的

讲解和实地参观，觉得中国高铁太

厉害了，我要和伙伴们一起分享学

习和探秘的成果。 ”

（曾秦 /文 胡家林 /图）

40名小记者 探秘“动车之家”

了解动车知识，寻找动车奥秘……

■新闻速递

本报讯 11 月 30 日， 来自省作

协、市作协等单位的 20 余位作家来

到修文，开展贵阳市“作家走基层”

采风活动。

该活动由贵阳市作协和修文县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邀请了 20

余位本省著名作家，其中有《南风》

主编冉正万、 鲁迅文学奖得主肖江

虹、《贵州作家》副主编徐必常等人。

当日中午，作家们首先来到小箐

镇岩鹰山村。 据悉，岩鹰山石坝又称

为“七一水库” ，是修文县农田水利

建设事业中一大民生工程。 1971年，

时任修文县委第一书记、县人武部政

委的张锡林带领全县人民，仅用 330

天就完成了岩鹰山水库这一工程的

建设，这在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度缺

乏的年代，简直是不可思议。

据当地干部介绍， 该水库的修

建， 改变了小箐镇各乡生活水平不

统一的现状。水库侧方的桥面上，至

今还立着刻有 “敢叫日月换新天”

和“愚公移山” 的石柱。

“我们应写一部纪实文学，来记

录这个人力制造奇迹。 ”贵阳市作协

主席肖江虹表示，记录下这些真实的

震撼，才是最有意义的文字表达。

随后， 众人来到岩鹰湖湿地公

园，观赏了园内风景，并对其中的建

筑风格和雕塑装饰进行了讨论。紧接

着，作家一行来到了阳明文化园。

阳明文化作为修文建设的思想

内蕴，是本土作家一直关注和研究的

创作素材。 在文化园内，贵阳市作协

副主席、修文县文联主席李小龙带领

众人参观，逐一讲解馆内的展品。

在王阳明纪念馆、阳明洞、王文

成公祠等地， 作家们都兴致勃勃地

进行了交流。

据悉，此次采风为期两天，将开

展创作采风、创作培训、调研走访等

活动，涉足修文县小箐镇、龙场镇、

久长镇、六广镇等地，旨在拓展作家

走入基层的时间空间， 寻求创作灵

感，以期创作出更多关注民生、讴歌

大众的作品。 （本报记者 岳欢）

访王学圣地，寻创作灵感……

黔地作家

修文采风

小记者观摩动车底部

冻雨天气 已在来黔路上

本报讯 六盘水公交公司

昨日向媒体反映，当地南客运

站、火车站、黄土坡“119”三处

公交站台常被私车“霸占” ，导

致公交车无法靠近站台停车上

下乘客，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昨日下午，在公交公司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在六盘

水南客运站前面的“公交换乘

站”看到，一些三轮车、出租车

和私家车在此打横“列队” ，将

站台完全“霸占” ，公交车进站

时，无法靠近站台，只能停在

行车道上上下乘客。乘客上下

车，需穿越“列队”车辆缝隙。

与南客运站公交站台相

比，黄土坡“119” 前面钟山大

道两个方向的公交站台，“列

队” 的私家车，每边多达几十

辆，司机在不停地“喊客” ，客

源以学生为主。

六盘水公交公司相关负

责人称， 南客运站是当地运

送旅客的大站之一， 这里的

公交站有跑六盘水西客运

站、 火车站等方向的多路公

交车需在此停靠。 这些车在

此云集， 是想运送从站里出

来的旅客；黄土坡“119”处的

公交站台则是发往六盘水高

中教育城的 34 路公交车的

起点站， 司机云集于此是争

抢返校的学生客源； 而六盘

水火车站 20 路公交车的起

点站台处， 是通往六盘水大

河等乡镇的必经之道。

六盘水公交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些车辆“鸠占鹊

巢” ，给公交车的行车和乘客

上下车都带来极大的安全隐

患， 易造成追尾等事故的发

生，期望相关部门对此进行整

治。 （本报记者 高松）

六盘水公交公司呼吁相关部门对此进行整治

私车鸠占鹊巢 公交有站难进

私车霸位，公交有站难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