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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供电局

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 贵阳市 2019 年 7 月 18 日—7 月 22 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

计划检修停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两

城

区

域

7月 18日

08：30—20：00

10千伏贵省线 02号环网柜 012开关至 10千

伏关省线 342号开关区段；

中华北路、市北路、盐务街部分区域 八鸽岩饭店、

省人大办公厅锅炉房、中华北路路灯 1、中天宅吉

碧苑宅

7月 18日

00：00—08：00

10千伏潭湖线

7月 18日

00：00—08：00

10千伏潭电线

省地质博物馆、贵阳盘江置业有限公司、金阳环

境卫生管理所（体育路）、贵阳市卫生学校、金

阳卫生管理委员会城市建设局、武警总队、省广

播电视大学等

7月 18日

00：00—08：00

10千伏潭潭南Ⅱ回线

金阳奥体中心一期网球馆、杨惠村保障房等

7月 18日

00：00—08：00

10千伏潭阳南线

万科城 A、B、D、E区等

7月 18日

00：00—08：00

10千伏潭航线

中铁逸都 D、F组团等

7月 18日

00：00—08：00

10千伏潭石线

中航城等

帝景传说等

7月 18日

00：00—08：00

10千伏潭潭南Ⅳ回线

观山湖一号等

7月 18日

00：00—08：00

10千伏潭都Ⅱ回线

贵州百盛金卡、华润国际社区施工变、公安厅设

备仓库、中铁十二局、中铁港航局集团、交管局

（奥兴路）等

7月 19日

08:00--18:00

10千伏兴塔线 7696号环网开关至 4781环网

开关区段、10千伏兴塔线 4784环网开关后段

新华路部分区域：南港物业、转业军官培训中心、

富中大厦、富中国际、贵阳九中、人事局变、成筑

大厦、南明区医院、宏基家具、衡器厂、华龙房开

等；

7月 22日

09:00--18:00

10千伏都桥线卫校 1号变配变

花溪大道卫校 1号变；

7月 22日

09:00--18:00

10千伏都桥线桂月村变配变

花溪大道桂月村变；

7月 22日

09:00--18:00

10千伏吉大线公安厅 1#变配变

宝山北路公安厅 1#变；

7月 22日

09:00--18:00

10千伏都富线出版社变配变

圆通街出版社变；

金

阳

区

域

本报讯 7 月 3 日晚上 8 点左

右，家住三桥后坝的陈仁刚对妻子

说自己想一个人出去走走，此后就

再也没有回来。 随后，其妻盛女士

在床头找到了丈夫留下的一封信，

满满 4 页纸上都是丈夫亲笔写下

的字迹。

在信中， 丈夫告诉妻子因为生

意经营不善又遭遇合伙人撤股，他

实在缺钱， 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他

第一次借了网贷。 但由于网贷额度

通常很低，而且申请借 5000 元但实

际到手则只有 3500 元，所以他又借

了好几家不同的网贷。 由于还款期

限很短，他没办法只能以贷养贷。

“谁知道像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 做生意一个月所赚的 2 万元左

右，已经不能控制局面了。 ” 陈仁刚

在信中说到， 此后网贷催债的人开

始打电话催款， 还威胁如果还款晚

了一两个小时便会打电话发信息骚

扰朋友和家人。 为了堵住网上欠款

的大窟窿， 为了不让自己欠款的事

情让家人知道， 陈仁刚又第一次借

了高利贷。 可还是填补不住生意中

的开支， 到后来高利贷也还不上了

……他实在无力承受， 不想拖累家

人，因此选择离开。

“那封信读起来就像遗书一

样，我好担心他在外面想不开出什

么事。 ” 盛女士说，丈夫失联 3 天

后，开始有催款公司打电话给丈夫

的弟弟， 要求弟弟马上找到陈仁

刚，让他必须马上还款，否则就会

上门。

“我们后来了解到，他借了高

利贷、网货、私人贷款、银行贷款，

一共有 65 万多元。” 盛女士告诉记

者，夫妻两人结婚已经 12 年了，育

有一女，一家人很和睦，此前丈夫

从没告诉她高利贷的事情。 猛然得

知此事，她急得以泪洗面，一连几

天睡不着觉。 盛女士想着，无论如

何要把高利贷和网贷还了，于是去

银行办贷款， 可是因为没有抵押

物，银行没有给她放款，这让她更

是心急如焚。

“我现在每天都盼着老公能回

来，也希望银行能够帮帮我们，把贷

款批下来， 我以后一定会还给银行

的！ ” 盛女士希望，丈夫陈仁刚看见

报道后能尽快回家。同时，也希望好

心人，能提供寻人线索。

联系电话：

13678512301、13639126632。

（本报记者 赵禾稼）

男子身陷高利贷 留下诀别信离家

妻子苦寻丈夫，希望其快点回家，一起面对困难

本报讯 7 月 10 日， 都匀市斗

篷山路行政服务大厅路段因网络

光缆发生故障下垂，影响路面车辆

通行。 为保障交通畅通，都匀交管

局民警爬上警车，化身“托举哥”

站在车顶托举脱落的光缆线，直到

维修人员赶到。

当天上午 11 时许， 都匀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执勤交警莫光与同

事巡逻至沙坝行政服务大厅时，

发现一根光缆线悬吊在离地面二

三米高的地方， 已经有部分车辆

在此等候通行。

据悉，都匀行政服务大厅路口

是进出城的重点通行路段，车流量

大，只要出现拥堵，立刻就会引起

大面积压车现象。

见状，莫光立即拨打电话联系

指挥中心，让相关维修人员抓紧赶

来修理。 与此同时，了解到这些受

损的是光缆不带电后，为了尽快恢

复路口交通秩序，交警便将警车停

在道路左侧，爬到警车顶上进行托

举，其余同事则在路上指挥疏导交

通，让车辆有序地通过。

约半小时后，维修工作人员赶

到现场，进行处置。

（黄斌 本报记者 张仁东）

街心光缆“悬吊吊” 交警化身“托举哥”

本报讯 7 月 9 日， 经遵义市中院终审，

桐梓县一起涉恶案的被告人分别获刑。 该团

伙“老大” 因聚众斗殴罪，被判刑 8 年，其余

10名成员分别判处 6年至 1年不等刑期。据

悉，该团伙长期在桐梓作恶、聚众斗殴。

今年 5 月 8 日，桐梓县法院审理了这起

涉恶案件。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 3月起，王

某军在桐梓县城内多次实施持刀抢劫，并被

判刑。 2017年出狱后，王某军不思悔改，陆续

纠结多名团伙成员 （其中包括未成年人），

在桐梓县城继续实施违法犯罪，逐渐形成了

以王某军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在暴力犯罪中过程中， 该团伙共计 11

名成员逐渐形成约定俗成的规约，包括刀具

统一管理、打架后不准分头行动等，甚至还

规定“不能殴打妇女，也不能帮妇女打架” ，

以显“男子气概” 。 法院查明，该团伙在桐梓

县城多地实施聚众斗殴， 导致多人受伤，造

成恶劣影响。

5 月 8 日，桐梓县法院审理后当庭作出

上述判决。 宣判后， 王某军等人提起上诉。

遵义市中院二审认为， 王某军等 11 人的行

为， 已构成聚众斗殴罪。 原判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判决

已生效。 （本报记者 黄宝华）

在桐梓县城多次斗殴，长期作恶———

恶势力团伙 11名团伙成员被判刑

本报讯 日前，在富水南路一家化妆品店

内，一女子挑选商品时，顺走价值 881元的化

妆品，整个过程被监控拍下。

据店主李玲（化名）介绍，6 月 25 日 14

时许， 该女子来到店里，40 岁左右， 身材微

胖，全身运动装扮，头戴白色帽子，右手戴白

色手镯，头发染成紫色，身后还跟着一只白色

的贵宾犬。

女子进门时，出于礼貌对视笑了一下，当

李玲想为其介绍商品时，对方表示想自己看，

于是李玲和店员就忙其他的去了，让女子自

己挑选。

五分钟后，李玲发现货架上的口红少了

一支，随即调监控，发现竟被该女子顺走。 被

顺走的商品包括一支眉笔、一支圣罗兰的口

红和一个气垫，总共价值 881元。

监控显示，女子先在店里看了一会，趁店

主不注意随手将眉笔放进右手提的包里，接

着拿口红，快到店门口时，又拿走了气垫，全

程都十分淡定，小狗一直跟着女子。

随后，李玲向大南派出所报警，虽然女子

外部特征比较明显，但戴着帽子，不太好辨

认。附近多位好心人告诉李玲，经常看到该女

子在附近超市购物。

“之前也被偷过，总共 3000多元。”李玲

说，去年 11月刚开店，今年 1月中旬被偷过，

为防止再次被盗，店里装了监控。

（本报记者 成虹飞）

女顾客光天化日“顺走” 800多元化妆品———

店内监控还原偷窃全过程

■新闻速递

本报讯 7 月 9 日，赫章县一男

子酒后到足疗店洗脚时，趁机搂抱

女员工的腰部， 遭到对方斥责后，

竟恼羞成怒动手打人。 他最终因寻

衅滋事被拘留 5日。

当日 9 时许， 接到报警后，赫

章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立即组织

民警赶到现场展开调查。

经了解， 报警人徐女士为该

足疗店的员工。 徐女士说，当日清

晨 6 时许， 一名浑身酒味的男子

郭某来到足疗店洗脚。 其间，趁徐

女士不备， 郭某用手搂住她的腰

部。 徐女士挣脱后十分生气，便斥

责了对方，双方因此发生口角。 郭

某恼羞成怒便动手殴打她。 郭某

离开足疗店后，徐女士觉得委屈，

便报警求助。

了解情况后，民警通过视频侦

查，循线追踪寻找郭某，并于当日 9

时 30 分在足疗店附近的一早餐店

内将违法嫌疑人郭某抓获，并传唤

至派出所调查处理。

据了解，32 岁的郭某家住赫章

县双河街。 讯问中，郭某如实承认

了酒后轻薄足疗店员工徐女士，并

殴打对方的违法行为。

目前，郭某因寻衅滋事，被处

以行政拘留 5日的处罚。

（王磊 况涛 本报记者 张鹏）

足疗店调戏女子遭斥责

男子恼羞成怒

动手打人被拘

交警爬上车顶托举光缆

女子行为被监控拍下

保障了路面畅通，直到维修人员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