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6日 星期一

国内

GUONEI

A

07

编辑／版式 鞠平 校对／孟瑜

春去夏来，气温升高，贵阳市民喝老酒的热情，也

越发高涨。 说到老酒，不得不说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

酒收藏家孙建春先生，他就像夏日里的一股清流，爽爽

贵阳老酒市场。 他说今年夏天，凡是来收藏馆成交的客

户，就送 100 元车费，成交上万元的顾客，还送红包 500

元。

据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馆负责人孙建春介绍，

公司高价收购新老茅台、习水大曲、平坝窖酒、安酒、鸭

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大曲、匀酒、金沙窖酒等贵州名

酒。 特别是国酒茅台，更是青睐有加，其中包括茅台生

肖纪念酒、90 年代茅台、80 年代茅台、 地方国营茅台、

三大革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等老酒。

另外，他们还收购十七大名酒，包括新老五粮液、

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

楼酒、汾酒、郎酒等各类名酒。 贵阳及周边地区可免费

上门收购，外地量大也可上门收购。

一名老酒收藏爱好者和孙建春打过交道后说，孙

先生为人厚道、直爽，懂得与人合作共赢，在收酒的过

程中，孙建春先生不会太在意赚多少钱，而是千方百计

地保障客户的利益，下次有好的收藏品，一定再与孙建

春合作。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更是传

承酒文化。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 可以来贵阳饭店 28

楼老酒收藏馆， 他将与大家分享其十多年品酒鉴酒经

验。

联系电话：18685000755���0851-85666888

������地址：贵阳市中华中路 168 号（喷水池）贵

阳饭店 28楼。

喷水池贵阳饭店 28楼：

成交万元老酒 就送红包五百

广告

贵阳北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停水公告

贵阳北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5 月 6 日

停水原因

停水时间

停水区域

温馨提示

为了确保正常供水，对中曹水厂机组设备进行检修

5月 7 日(星期二)早上 9:00�至晚上 24:00���

小河片区、花溪大道南段沿线、甘荫塘区域（四方河路口至董家堰沿线）、贵阳西站、金竹

镇、烂泥沟片区、富源路沿线、东站路、油榨街（贵钢—永江仪表厂段）、园林路、青年路

（东宝花园一侧）、战备路、马槽井、新寨路、营盘新苑、后巢、望城坡片区、西南环线、二戈

寨片区、龙洞堡片区（市委党校、贵阳学院、银行学校、老干妈等）

四方河沿线、黄河北路沿线、沙冲路沿线

因水厂开机到水压恢复有一个过程，恢复供水有可能延时，请相关区域的用户提前做好

蓄水准备。 在此期间我司将积极组织抢修力量，确保按时通水，如提前通水，恕不另行通

知，请相关区域的用户提前做好蓄水准备，对停水期间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供

水服务热线：96015

受影响区域

五一期间，多名网友反映自己

提前买好火车票，乘车时却无法上

车。 工作人员回应称，由于乘客大

量增加，很多短途乘客及无票乘客

上车后补票，甚至直接“强行” 坐

到目的地，导致列车超载。“买到火

车票的人却因超载无法上车” ，一

时间国内行之已久的“买短乘长”

再度引发争议。

5 月 1 日凌晨， 有网友反映，

自己提前一个月购买了火车票回

老家，但却在淄博火车站遭遇到火

车晚点，最终还被告知无法凭票上

车，只能全额退款。 同时，南京火车

站 K8372 次列车的多名乘客也遇

到了同样的问题，乘客提前购买的

硬座票无法凭票上车。 虽然工作人

员承诺退票，却打乱了出行计划。

铁路部门工作人员解释，五一

期间，出行乘客大量增加，可能是

此前上车的很多短途或者无票的

乘客上车补票，甚至很多乘客上车

以后“强行” 坐到目的地，导致火

车超载， 无法再承载更多的乘客。

面对这种情况，列车工作人员无法

强行要求无票或车票目的地不相

符的乘客下车，所以无奈采取为后

续乘客办理全额退票的办法。

针对近日有网民反映 5月 1日

5022 次（青岛至曹县）和 K8372 次

（江山至淮北）普速旅客列车部分

旅客“买短乘长” 致列车超员的情

况，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

人 4日发出回应。

该负责人介绍，五一期间旅客

集中出行， 铁路部分区段运能紧

张，难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特别

是 5月 1日当天全国铁路开行旅客

列车 9000 多列， 为了方便旅客出

行，铁路部门根据旅客需求，采取

了不同的售票组织方式，发送旅客

1700 多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但也

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现象，给

一些旅客带来了困扰，我们在此表

示歉意。 以青岛至曹县的 5022 次

列车为例，沿途设置了高密、潍坊、

淄博、济南、泰山、菏泽等 12 个车

站， 沿线群众短途出行需求旺盛，

因此铁路部门除了发售长途车票

以外， 也发售了分区段的短途车

票。

该负责人表示，今后铁路部门

将采取以下措施，更好地做好假日

旅客运输组织服务工作。

一是针对部分运能紧张区段

补强运力，科学安排运输组织。

二是加强列车宣传引导和秩

序管控，引导广大旅客按车票票面

标明的车次、区段、座号乘车，不要

“买短乘长” 、越站乘车，影响列车

运行秩序和后续旅客乘车出行。

该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将认

真听取网民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建

议，采取有效措施更好地改进提高

假日运输服务工作，并商有关部门

增加诚信记录内容，铁路公安部门

也将依法维护站车秩序，我们愿与

广大旅客共同维护良好的乘车旅

行环境。

有媒体报道，去年下半年刚刚

开通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提供了

一个可以借鉴的解决“买短乘长”

措施。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车票去年

9 月 10 日在香港西九龙站正式开

售，港铁 9 日晚在网上公布高铁票

务及乘车条款，显示在内地高铁系

统允许的越站补票机制，将不适用

于西九龙站，凡没有购买来港车票

的乘客，擅自越站到达香港，除加

收应补票价五成费用， 更需再按

《香港铁路附例》 交 1500 港元或

3000 港元的附加费。 此外，高铁香

港段也不允许乘客在原定班次列

车开出后改签车票。

近期， 南昌铁路公安处九江车

站派出所接到举报称， 一名男子在

朋友圈炫耀自己的逃票经历。 警方

找到男子高某， 他准备乘坐从九江

回马鞍山的列车， 却只购买了惠州

至河源区间的短途车票。经查，高某

利用买短途车票乘长途车的方式逃

票 9次，逃票金额 800多元。高某因

诈骗铁路票款行为， 最终被铁路警

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0天。

民警就此提示，“买短乘长”

这种恶意逃票行为不仅影响铁路

运营秩序，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轻

者将被纳入铁路失信人员名单，重

者因诈骗将被处以治安处罚，情节

严重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综合央广、央视报道

假期部分列车超员，旅客买到票却无法上车———

铁总：“买短乘长”或入诚信记录

假期现象

部分旅客“买短乘长”

铁总回应

或增加诚信记录

借鉴措施

越站补票收附加费

■核心提示

惩治案例

违规乘客被拘10天

据新华社电 “蓝色突击

-2019” 中泰海军联合训练自 2 日

起进入港岸训练阶段，中泰海军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

4 日当天，中泰双方参训指挥

员与训练骨干展开战术桌面推

演，利用电子海图、舰艇模型、流

程图、计算机模拟等辅助手段，就

通信操演、联合搜救、航行补给、

编队离码头等多个课目进行深入

沟通交流； 双方陆战队队员组织

了轻武器射击、 装甲兵步兵班排

战术等课目训练； 双方官兵代表

还进行了授课交流。

泰国皇家海军陆战师副师长

沃拉蓬·通朗表示，这次联训，中泰

双方协同密切、成效显著，希望今

后能够进一步扩大实兵规模，增加

训练课目，提升训练层次，促进交

流合作。

此前一天，联训指挥所成员、

中泰双方参训舰艇官兵代表开展

中泰海军联合训练标准作业流程

研讨， 重点围绕行政指令、 战役

战术信息、 航渡程序、 通信等进

行交流； 双方参训舰舰长就编队

护航情况为官兵授课； 双方官兵

代表开展了篮球、足球、拔河、举

炮弹等友谊赛； 双方陆战队队员

共同学习了格斗训练、 泰拳训练

技巧。

据悉，按计划中泰海军代表团

5 日将继续进行研讨、 军事体育交

流等活动。 6日起，中泰海军联合训

练转入海上训练阶段。

“蓝色突击 -2019” 中泰海军联合训练———

中泰海军进入港岸训练阶段

据新华社电 国家移民管理局

5日发布提示，现用的本式往来港澳

通行证将于 9月 13日全部失效。 按

照往来港澳签注最短有效期 3 个月

计算， 近期持用本式往来港澳通行

证将不便于申请新的签注。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 有出行

需求的持证人提前申请卡式电子往

来港澳通行证， 已办妥签注的本式

往来港澳通行证在有效期内仍可继

续使用。

据介绍， 卡式电子往来港澳通

行证于 2014年 9月启用。 今年 4月

1 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推出“全国

通办”政策后，内地居民申请卡式电

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团队旅游签注

更加便捷。 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任

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 也可

以通过移民局官方 App、 服务网站

在线申请。 持卡式证件在自助签注

机办理赴港澳团队旅游签注可实现

立等可取。

■新闻速递

本式港澳通行证

将于 9月 13日失效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提示

据新华社电 海关总署 5 日发

布通告，多地海关缉私部门和海警、

公安机关近期开展打击成品油走私

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 43

名，初步查证涉案走私成品油约 17

万吨，案值约 12.7亿元。

通告显示，4 月 20 日， 在海关

总署和中国海警局统一指挥下，在

杭州、南京、广州、大连等海关缉私

局和地方公安机关支持配合下，宁

波海关联合浙江省海警局在多个省

份同步行动，出警 400 余人，现场查

获 2.95 万余吨走私成品油，查扣 1

艘 4.37 万吨外籍走私母船、4 艘中

途转运油船， 查封油库 1 个、 油罐

16个。

经查，2018 年以来， 涉案外籍

油轮多次从新加坡等地偷运成品油

至宁波以东的中国领海， 以滕某某

为首的走私团伙组织 “顺翔油 9”

等油船，从外籍油轮过驳成品油，并

偷运至浙江某油库销售牟利。

海关总署破获

系列成品油走私案

涉案 17万吨、约 12.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