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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人事考试网”

变更公告

根据有关规定，我单位原“贵阳人

事考试网” 即日起将注销，有关人事考

试的通知公告发布、网上报名、准考证

打印、成绩查询等请登录“贵阳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网 ” (域名 ：http://rsj.

guiyang.gov.cn)相关栏目查询，由此给您

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贵阳市考试指导中心

二 0一九年五月六日

交付转移登记有关文书公告

尊敬的“德天国际新城”业主：您好！

您所购买的“德天国际新城（大唐果）” 项目

第 1、2、3、4 号楼的住宅或商业物业，早已具备交付

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条件，请经多次通

知仍未到场办理接收文书的业主于公告之日起三

日内前往以下地点办理接收手续。现将有关办理交

付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办理地点：贵阳市经开区盘江路 71 号“德

天国际新城（大唐果）” 小区 4 号楼 1-2 号房（小

区垃圾站对面）

二、现场工作时间：每天上午 9：30- 下午 16：30

�������三、联系电话：0851-83876877

�������四、请购房业主携带以下资料：

1、购房业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购房合同原件；

3、购房款收据原件；

4、面积补差款若干。

贵阳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6 日

��������为了感谢贵阳市民长期的支持，北京茅台收藏馆

在贵阳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五一” 期间即 4 月

21 日至 5 月 10 日将举行专场答谢活动， 在此期间，前

来变现老酒和新酒的市民，变现金额在 1 万元（包括万

元）以上，可获得 500 元额外红包奖励。 此活动力度空

前，时间仅限 20 天，希望市民抓住机会。

新酒老酒一起收 变现都有奖励

今年春节后，主办方根据市民的需求，继续推行

“一口价” 收购，扩大收酒范围，高价收购茅台酒及其

他中国名酒， 确保市民手中的酒的价值得到更大限度

体现，立即得到了市民的积极回应。为了感谢贵阳市民

对收藏馆的信任和厚爱，今年“五一” 将至，收藏馆特

别筹集了一笔资金，专门用于答谢奖励市民。在活动期

间，还有高档礼品相赠，凡是成交金额在万元以上，均

可获得额外 500 元现金奖励。 “因为我们鉴定后开出

的收酒价格实实在在， 市民比较后纷纷选择来这里变

现。这也是我们在贵阳能立足并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高高兴兴拿来鉴定 明明白白变现

收藏馆的鉴酒专家团队成员具有很强的专业技能

和职业操守，依托收藏馆的品牌影响力和号召力，设身

处地为市民着想。 市民前来鉴酒变现，将免去讨价还价

之苦，免去被骗吃亏之忧，还有额外的奖励，可享受到

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这个收购政策仅限在 4 月 21 日至 5 月 10 日这 20

天实行。 活动结束奖励政策随之取消，希望市民抓住机

会。 ”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

注：本活动只在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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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期间 北京茅台收藏馆推出优惠活动 ———

老酒收购价上浮 成交万元奖励现金 500 元

本报讯 日前，按照中央扫黑除

恶第 19 督导组的督办要求，我省公

安机关对多起涉黑涉恶案件开展集

中收网行动。 截止到 5 月 3 日 18

时， 各地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 700

余人、警车 150 台，抓获犯罪嫌疑人

70余名， 破获刑事案件 40余起，扣

押涉案车辆 12 台，扣押、冻结涉案

资金 785万余元。

在此次集中收网行动中， 贵阳

市公安机关先后出动警力 50 余人，

对花溪区吴某某、 修文县张某两个

涉黑恶犯罪团伙成员实施集中抓

捕，抓获犯罪嫌疑人 8 名。 经查，花

溪区吴某某犯罪团伙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在中铁八局贵阳西南环线铁

路工程施工期间， 对工程项目部管

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实施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 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

罪活动， 严重危害当地社会治安秩

序。2018年以来，修文县张某为首的

犯罪团伙， 在龙场镇营官村以村民

组内道路被过往煤车碾坏为由，多

次对过往煤车实施敲诈勒索、 寻衅

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

遵义市公安机关先后出动警

力 90 余人，对仁怀市胡某某、正安

县简某两个涉黑恶犯罪团伙成员

进行集中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 17

名。 经查，仁怀市以胡某某为首的

犯罪团伙，2018 年以来在仁怀城区

通过经营寄卖行、开设赌场等方式

高利放贷，并采取语言威胁、尾随、

滋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辱骂等

手段实施讨债，对当地社会治安秩

序造成不良影响。 正安县以简某为

首的犯罪团伙，2013 年以来在正安

县辖区涉嫌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

多起违法犯罪案件。

毕节市威宁县公安局出动警力

60余人， 对赵某某涉黑恶犯罪团伙

成员实施集中打击， 抓获犯罪嫌疑

人 6名。经查，赵某某犯罪团伙 2005

年以来，在威宁县火电厂、二塘镇、

东风镇等地及六盘水地界上开设流

动赌场，并组织实施聚众斗殴、寻衅

滋事、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

黔东南州公安机关先后组织

警力 220 余人，对镇远县彭某某、

施秉县张某某两个涉黑恶犯罪团

伙成员实施集中抓捕， 抓获犯罪

嫌疑人 23 名。 经查，以彭某某为

首的犯罪团伙长期盘踞在镇远县

城内，多次实施殴打他人、抢劫、

聚众斗殴、 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

行为，严重危害当地社会治安。 张

某某犯罪团伙 2018 年以来， 多次

实施聚众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等

违法犯罪行为， 破坏基层组织正

常工作，扰乱当地社会秩序。

黔西南州安龙县公安局组织警

力 150 余人， 对黄某某涉黑恶犯罪

团伙成员进行集中收网， 抓获犯罪

嫌疑人 16 名。 经查，黄某某犯罪团

伙 2015 年以来，长期在安龙县发放

高利贷，并采取滋扰、辱骂、语言威

胁、殴打他人、强行交易、非法拘禁

等暴力、软暴力手段催逼债务，从中

获取高额利息， 严重危害当地社会

治安稳定。

黔南州独山县公安局出动警力

16人， 对刘某某涉黑恶犯罪团伙成

员进行抓捕，抓获犯罪嫌疑人 3 名。

公安机关查明， 刘某某犯罪团伙在

独山县涉及妨害公务、故意伤害、寻

衅滋事、非法持有枪支、聚众赌博等

违法犯罪案件。

（本报综合消息）

各地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70余名，破获刑事案件40余起

贵州对多起涉黑恶案件集中收网

本报讯 4月 23日至 30日，为期

8天的贵州省“全民阅读·书香童年”

系列———“花溪少年读书会·世界读

书日公益阅读”活动圆满结束。本次活

动吸引了全市近 800名小学生参与。

据统计， 参与本次活动的有苗

苗实验学校、 尚义小学、 省府路小

学、北师大附小、市府路小学、二戈

寨小学、白云七小、清镇红枫三小、

观山一小等多所学校， 近 800 名学

生参与到《写给孩子的山海经》8 日

共读大闯关活动中来。

活动中， 北师大贵阳附小的翟利

老师，为孩子们精心设计的阅读计划，

以闯关的形式， 让他们在这个阅读过

程中感受中国古典神话的魅力。 尤其

是在第五关《各神大聚会》中，翟利老

师设计了“我来画人物图谱（四位海

神）”环节，让小朋友们展开想象，用

画笔描绘出自己脑海中的东海、西

海、南海、北海四位海神的模样。

通过 8 天深读一本书， 小朋友

们认识到《山海经》中各种人神，了

解了他们的传奇故事， 开启了一段

奇妙的神话之旅。 同时，也使小朋友

们感受到深读的魅力以及阅读带来

的快乐，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

据了解， 此次活动由贵州省全

民阅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贵阳

日报传媒集团、 贵阳市教育局关工

委协办，《花溪·少年写作》杂志、花

溪少年读书会承办。 （邓丽娜）

“花溪少年读书会”世界读书日公益活动结束:

800名小学生 感悟深读魅力

本报讯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孕妇学校母亲节大型公益讲座首

场活动———“做健康母亲———孕产

期健康心理指导” 的心理学讲座，

将于今日 10:00-12:00，在贵州医科

大学临床技能培训中心 207 教室正

式开课， 该院心理科邹涛教授将为

准妈妈和准爸爸们讲述孕产期里那

些心理秘密。

现在， 大家对孕妇的关照大

多集中在身体上，比如该怎么吃、

怎么活动等， 往往忽视了心理和

情绪层面的关怀。 随着社会健康

意识的不断提高和医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 人类的心理健康越来越

受重视，孕产妇心理健康问题，也

越来越受到重视。

孕产期心理问题常见的是孕期

焦虑和产后抑郁，从文献报道来看，

其发生率国外为 16.5%左右， 国内

为 11%~25%。

那么， 如何正确对待孕产期的

心理健康问题？ ……该院心理科副

主任、 贵州省心理学会副会长邹涛

教授将为准爸妈们一一讲述。

（本报记者 张梅）

相关专家今日在贵医大附

院为准爸妈们揭秘

孕产期心理

你了解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