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暑运以来，贵州各普

铁和高铁车站，一些“马大哈”

旅客频频上演错拿和遗失行李

事件。 贵阳铁路公安处为此发布

防范行李丢失的“三项注意” 。

7月 21日 16时，凯里南站派

出所民警在执勤中发现，安检仪上

一个女式挎包无人领取， 包内有

2760 元现金、 一部手机和一个卡

包。 根据卡包内证件的信息，民警

找到失主刘女士的电话号码。 原

来，刘某当日准备乘坐 G1981次列

车前往贵阳北， 因携带行李较多，

在安检时不慎遗失，直到接到民警

的电话时，她还在四处寻找挎包。

据贵铁警方统计：7月 1日至 25

日，民警已先后为旅客找回错拿或遗

失的背包、挎包、行李箱、手提袋等随

身行李 46个，避免了现金、手机、首

饰等贵重物品丢失，价值 26万多元。

贵铁警方为此发布 “三项注

意” ：1.做好明显标识，防止相似行

李错拿；2.包裹化零为整，防止行

李过多忘拿；3. 合理规划时间，防

止行李包裹漏拿。 （许璇 曾秦）

暑运错拿和遗失行李事件频

发，贵铁警方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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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气象台预计———

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预计，本

周，我省西部、南部多阵雨或雷雨

天气， 东部及南部边缘午后有

35℃以上高温。

具体预报为：29 日，省的西部、

南部地区多云间阴天，午后到夜间

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

雨，其余地区多云为主，东部部分

县市、南部边缘地区及赤水河谷午

后有 35℃以上高温；30 日，东部地

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

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部

地区局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大

到暴雨， 东部部分县市午后有

35℃以上高温；31 日，西部、南部

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

部个别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多云

有分散阵雨，东部个别县市午后有

35℃以上高温。

贵阳市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

多分散阵雨或雷雨天气。 预计本周

全市最高气温 32℃（息烽）， 最低

气温 18℃（开阳）。

具体预报为：29 日， 多云，23℃

～30℃；30 日， 多云有分散阵雨，

21℃～29℃；31 日，多云间阴天有阵

雨或雷雨，20℃～28℃。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中央气

象台 28日 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

警：预计 7月 28日，黄淮中西部、华

南中北部等地最高气温达 35℃，江汉

西部和重庆北部局地可达 40℃以上。

预计 7月 28日白天，内蒙古东

南部、华北中南部、陕西中东部、黄

淮中西部、江淮、江汉、江南大部、华

南中北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贵

州东部、 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

温达 35℃，其中，河北东南部、山西

西南部、陕西关中、河南北部和东南

部、安徽中部和西北部、江苏南部、

湖北大部、 湖南中北部、 江西中北

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新疆南疆

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

高气温达 37～39℃，江汉西部和重

庆北部局地可达 40℃以上。

全国多地进入“烧烤模式”

省的西部、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东部及南部边缘午后有35℃以上高温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中国铁路

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眼下正

值暑期旅游和探亲高峰，8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 贵阳北往返四川广

元、成都东增开 2 对共 4 趟动车组，

将甲秀楼、十里河滩、青岩古镇、剑

门关、 宽窄巷子等黔川著名景点景

区快速串联，为广大旅客暑期“快

旅慢游” 提供运力支撑。

这 4趟动车组中，贵阳北往返广

元列车经由经由渝贵、兰渝两大铁路

干线运行，运行里程 705 公里；贵阳

北往返成都东列车经由渝贵、成渝两

大高铁干线运行， 运行里程 649 公

里。 具体开行日期、运行时刻和票价

为:�1.�8 月 1 日、2 日、3 日、5 日、6

日、8 日、9 日、10 日，8 月 12 日至 8

月 31 日 ， 贵 阳 北 至 广 元 增 开

D8564/5 次列车，贵阳北 9:27 发车，

经停遵义、桐梓东、桐梓北、赶水、綦

江东、珞璜南、重庆西、南充北、南部、

阆中、苍溪等 11站，当日 15:33 抵达

广元，历时 6小时 06分钟。2.�8月 1

日、2 日、3 日、5 日、6 日、8 日、9 日、

10日，8月 12日至 8月 31 日， 广元

至贵阳北增开 D8566/3次列车，广元

16:07 发车，经停南部、南充北、重庆

西、桐梓北和遵义等 6 站，当晚 21:

11抵达广元，历时 5小时 04分钟。

票价： 这 2 趟列车全程一等座

414元，二等座和无座 258.5元。

3.�8月 7日、11日，贵阳北至成

都东增开 G8668 次列车， 贵阳北站

12:55 开车，经停遵义、桐梓东、珞璜

南、 重庆西和资中北等 5 站， 当天

16:48抵达成都东站，历时 3小时 53

分钟。

4.�8月 7日、11日，成都东至贵

阳北增开 G8667 次列车， 成都东站

17:20 开车，经停资阳北、内江北、重

庆西、 桐梓北和遵义等 5 站， 当天

21:11抵达贵阳北站，历时 3 小时 51

分钟。

票价： 这 2 趟列车全程商务座

823元，一等座 439.5元，二等座 275

元。

铁路部门提示：详情请以车站公

告为准。 （曾秦）

本报综合消息 7月 26日，在

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等相关部门联合表彰 401 名

同志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 贵

州有 7人入选 “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 ，2 家单位入选 “全国退役军

人工作模范单位” ，1 人入选 “全

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 。

据悉， 这次受表彰的全国模

范退役军人， 是退役军人中的优

秀代表， 在各自岗位做出骄人业

绩、活出精彩人生，为广大退役军

人树立了标杆。 受表彰的全国退

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及个人，敢

于担当、积极作为，满腔热情服务

保障、真心实意排忧解难，为退役

军人工作做出突出业绩， 是各级

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和退役军

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黔川暑期旅游 增加4趟动车组

串联起甲秀楼、剑门关、宽窄巷子等著名景点

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

贵州7人入选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此外还有两个单位入选“模范

单位” ，1人入选“模范个人”

牢记“三项注意”

可防行李丢失

贵阳本周天气 将以多云为主

本报讯 “行走的课堂” 晚报

小记者本周第三场主题周末课昨

日走进多彩贵州城龙川极地海洋

世界，15 名晚报小记者共庆海洋

馆三周年生日。

多彩贵州城极地海洋世界项目

是贵州省首家以海洋生物观赏、海

洋动物表演和海洋科普宣传为主的

大型海洋主题展馆。 该项目的引进，

极大地丰富了“多彩贵州城” 项目

旅游产品的类型， 填补了贵州省没

有综合性大型海洋主题展馆的空

白。 三年来共吸引了 150 余万游客

前往参观游览。

作为贵州省重要科普教育基地

和研学基地， 贵州极地海洋世界成

为贵阳晚报小记者团第 26 家“晚报

小记者实践采访基地” ，今后将有更

多的晚报小记者和贵阳市中小学生

走进海洋馆，进行海洋科普研学。 同

时， 为感谢小记者团三年来对海洋

馆的支持与厚爱， 海洋馆为贵阳晚

报小记者团颁发了 “最佳合作媒

体”的牌匾，同时为肯定和鼓励此前

参与海洋馆研学活动的小记者们的

表现， 海洋馆还为杨定轩、 杨丁熙

瑶、陈睿文、石裕涵、周子桓 5 位小

记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和稿费， 并为

他们发放一年无限免费通行卡，欢

迎孩子们常来海洋馆做客， 履行好

海洋环保小小宣传员的使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贵州龙川极地海洋世界举行开业三周年庆典

五位晚报小记者 获得免费通行卡

晚报小记者共庆海洋馆三周年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