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2 月 4 日，2018 中国

贵州“世界台酒” 国家级白酒专家

品鉴会在贵阳召开。

此次世界台酒战略性地推出了

世界台酒 5 年、 世界台酒 10 年，世

界台酒 15 年的酱香年份酒，因其色

泽微黄透亮、酱香突出、陈香怡人、

醇厚饱满、 回味悠长、 空杯留香舒

适、 风格典型， 一经推出便受到专

家、市场广泛好评。

在品鉴会上， 世界台酒总经理

杨书云说，2018 年是世界台酒宏图

大展的一年， 这是世界台酒品牌发

展的大事，他们以传统酿造工艺、品

质坚守和时间打造出了一支浓郁的

贵州风好酒。“世界台酒”的产地是

茅台镇， 作为中国酱香型白酒的发

祥地， 这片沃土为中国酱香白酒贡

献了大量精品，美誉传扬海内外。

（本报记者 余珉琨）

贵阳市 2018年来

160余乡村医生

完成集体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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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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9 日， 我省建筑

行业公布恶意拖欠工资典型案件。

据了解，这些建筑行业的欠薪典型

案例， 目前均已经移交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 （鞠平）

我省公布恶意欠薪典型案例

涉及建筑行业，已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经查， 重庆市得福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拖欠工人工资 410.6750

万元，涉及工人 74 人。 2018 年 4

月 19 日纳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依法向该公司下达《劳动

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该

公司未按照要求发放工人工资。

2018 年 5 月 3 日纳雍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将该案件移送

公安机关。

经查，贵州健祥建筑有限责任

公司在 “金龙·滨河湾壹号建安工

程” 中拖欠 23 名劳动者工资共计

33万余元。 南明区劳动保障监察大

队依法责令贵州健祥建筑有限责任

公司支付劳动者工资，但该公司未

按要求支付其拖欠的全部工资。

2018 年 9 月 4 日，南明区公安分局

对此案立案侦查。

经查， 深圳市聚豪建筑工程劳

务分包有限公司及其项目负责人袁

新在“花果园五里冲 L1区 5#、6#、

7#、8#楼改造项目”中拖欠 13名劳

动者工资共计 53万余元。 南明区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依法责令深圳市聚

豪建筑工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及其

项目负责人袁新支付劳动者工资，

但该公司及袁新未按要求支付其拖

欠的全部工资。 2018年 2月 5日，南

明区公安分局对此案立案侦查。

经查，四川龙达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项目负责人瞿昌盛在

“贵州新航力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发

动机曲轴及缸盖制造项目” 中拖欠

56名劳动者工资 114万余元。 清镇

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依法责令四川

龙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项目

负责人瞿昌盛支付劳动者工资，但该

公司及瞿昌盛未按要求支付其拖欠

的全部工资。 2018年 1月 12日，清

镇市公安分局对此案立案侦查。

经查， 四川金锦通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在“修文至开阳天然气输供

气工程项目气源管线工程修文段工

程” 中拖欠 60 余名劳动者工资共

计 87万余元。修文县劳动监察大队

依法责令四川金锦通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支付劳动者工资，但该公司未

按要求支付其拖欠的全部工资。

2018 年 8 月 31 日， 修文县公安分

局对此案立案侦查。

经查，该项目拖欠 500 余名工

人 3800 余万元工资属实。 独山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 月 1

日对湘企置业有限公司及当事人

刘东旺下达 《劳动保障监察责令

改正决定书》，责令其在 5 日内支

付所拖欠的民工工资，湘企置业有

限公司未支付民工工资。 2 月 7

日，独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依法将该案件移送公安部门立案

处理。 2 月 13 日，县相关部门联合

办案，并督促贵州湘企(独山)置业

有限公司支付了 1975 万元的民工

工资。

经查，上海青苹果建筑装潢工

程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9 日在承

建贵州华贵酒业办公大楼工程项目

期 间 ， 拖 欠 126 名 工 人 工 资

267.0644万元。 仁怀市人社局依法

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

书》逾期未履行，2018 年 2 月 12 日

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公

安机关依法查处。

经查， 贵阳白云大众建筑安装

劳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28 日承

建仁怀市碧桂园工程项目， 在施工

过程中双方产生争议被要求中途退

场， 拨付的工程款未足额支付农民

工工资，导致拖欠何堂容等 73 名工

人工资合计 77.8381 万元。 仁怀市

人社局依法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

令改正决定书》 逾期未履行，2018

年 3 月 12 日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依

法查处。

经查，贵州华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拖欠秦加志等 197 名民工工

资 1001.8913 万元属实，桐梓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贵州

华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达了劳

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该公

司逾期未支付。 2018 年 1 月 29

日，桐梓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该单位及责任人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移送桐梓县公安局立

案侦查。

本报记者 鞠平

九个欠薪典型案例

重庆市得福建筑劳务有限

公 司 拖 欠 74 名 民 工 工 资

410.6750万元问题

贵州健祥建筑有限责任公

司拖欠工人工资问题

深圳市聚豪建筑工程劳务

分包有限公司拖欠工人工资问题

四川龙达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拖欠工人工资问题

四川金锦通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拖欠工人工资问题

独山县湘企商都项目拖欠

500余名工人 3800余万元工资

问题

上海青苹果建筑装潢工程有

限公司拖欠 126 名工人工资

267.0644万元问题

贵阳白云大众建筑安装劳

务有限公司拖欠民工工资

77.8381 万元问题

贵州华业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拖欠民工工资问题

本报讯 12 月 7 日和 8 日，观

山湖区开展联合行动，重拳整治违

规校外培训机构。 两天的联合行动

对辖区内的 114家校外培训机构进

行走访，共取缔 64 家，下达立即停

办通知书 47家，已选址搬离正在整

改的 3家， 拆除违规校外培训机构

广告 57家。

据了解， 在此次行动成立四个

工作组，对辖区内世纪城社区、观山

社区等 8个社区内经前期工作还未

停止办学的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进行

取缔。 联合行动组通过查阅证照、询

问走访学生、实地查看等形式，重点

围绕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资质、办

学条件、消防安全、教学内容等进行

全方位检查， 并按照分类整顿的原

则，对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培训机构，

进行规范办学常规检查； 对达到办

学条件，正在申办的培训机构，进行

整改提升督查； 对基本符合办学条

件的培训机构，下发整改通知，要求

其限期整改； 对整改后仍不达标或

者拒不整改的、 未取得合法手续或

存在安全隐患的培训机构， 予以关

停取缔。

同时，观山湖区市场监管局、区

教育局、 社区还对非法校外培训机

构举办者、参训学生、涉及房主信息

等分别进行采集， 为确保取缔工作

不反弹奠定基础。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讯 12 月 8 日、9 日，由贵

阳市卫健委主办、 贵阳六医承办

“乡村医生培训班” 第四期开班，

全市 40 名乡村医生接受培训，提

升综合业务水平，2018 年一年来，

全市 160 多名乡村医生完成集体

充电。

9 日上午，40 多名乡村医生

来贵阳市六医参加培训。 负责此

次培训的承办方贵阳市六医医教

部段毅介绍，“乡村医生培训班”

自今年 3 月份举办第一期以来，

迄今为止已办了 4 期， 来自南明

区、云岩区、花溪区的 160 余名社

区医生、乡村医生接受培训。培训

内容以临床急救、 基础疾病治疗

为主， 如心肺复苏术、 气管插管

等，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提

升基层医生治疗能力， 更好地为

当地群众服务。

（王娅丽 本报记者 孙征康）

本报讯 12 月 9 日，30 名晚报

小记者来到贵阳孔学堂， 开启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国学之旅， 他们体验

传统礼仪，学习国学经典，零距离地

感受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位于花溪河畔的孔学堂自开放

以来就是推崇孔学、弘扬国学、致力

于传统文化传承的教育圣殿。 当日

9 时许， 小记者们已经早早地来到

孔学堂。 “孔子叫什么名字” 、“为

什么称呼他为‘子’ ” ……在孔子

像前， 梁晋毅老师给小记者们讲述

了孔子的教学思想、教学理念、以及

儒家核心思想“仁” 、“礼” 。在零下

几度的天气中， 小记者们的小手冻

得通红，但都认真地做笔记。

“一拜，二拜，三拜，礼毕。 ” 在

大成殿， 小记者们听完老师的讲解

后，跟着老师的动作，认真地给孔子

行了拜师礼。随后，小记者们来到展

览馆，展览馆里图文、多媒体以及实

物的展示， 使他们更加直观地了解

了孔子、零距离的接触传统文化。除

了小记者外， 家长们也紧跟着老师

的步伐，掏出了手机做笔记。“我到

现在才知道， 原来孔子是出身于武

将之家，有 1.92 米呢,以前来孔学

堂都是走马观花拍拍照， 只有这一

次我是真的学到东西了， 这也是孩

子们课堂上无法学到的东西。 ” 王

汐萌小记者的妈妈感慨地说着。

（文 /雷琴 图 /胡家林）

观山湖区整治违规校外培训机构

取缔64家，下达立即停办通知书47家

晚报小记者

走进孔学堂

“世界台酒”

盛大发布

酱香白酒又添生力军

■新闻速递

体验传统礼仪，学习国学经典

小记者们在孔子像前认真听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