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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即将来临，北京茅台收藏馆在天怡豪生大酒店

七层黄杨厅举行的老酒鉴定变现活动，推出“浓情夏日·

四重好礼” 活动。 活动期间，凡是拿老酒到现场鉴定的

市民，都可获得一份精美小礼品；凡是现场将老酒变现

金额在 1 万元（包括万元）以上，可获得 500 元现金奖

励； 凡是变现成功的市民将此信息发至微信朋友圈，可

以额外再获得 100 元现金奖励；凡是老客户介绍新客户

成功变现，老客户可以获得 200 元现金奖励。

夏季老酒易挥发 及时“体检” 不可少

夏季由于气温高，湿度大，往往是老酒最容易发生

跑酒的时节，所以这个时节，老酒保存有一些特别注意

事项。 建议市民最好及时对家中的老酒进行一个全面

“体检” ，因为老酒一些细微的破损和跑酒情况，如果不

经过专业鉴定，往往不容易发现，市民一旦发现往往悔

之晚矣，造成很大经济损失。今年夏季，收藏馆总结多年

以来的经验，推出此次特别活动，一方面想借此机会提

醒有老酒的市民注意保存，另一方面想让在此期间变现

的市民得到更多的便利和实惠。

恭候市民前来 惊喜好礼等你领

收藏馆推出的这次活动有四重好礼，每一项都是实

实在在。特别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收藏馆独有的品牌优

势，比如在价格上全国较高，在收购方式上以多种模式

交易确保市民省心放心，在服务上周到细致等等，将继

续发扬。 力争给予每一位前来的市民充满情感与关爱的

归属感。

炎炎夏日，拿上老酒，到收藏馆请专家看看，坐一

坐，品品茶，和专家聊聊天，这么舒心惬意的事，何乐而

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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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茅台收藏馆开展“浓情夏日·四重好礼”活动———

进店有礼品 变现价更高 转发朋友圈有奖励

在南中国之滨，一个备受瞩目的世界级海岸度假胜地

崭露头角———鼎龙湾国际海洋度假区， 一座总投资数百

亿，占地 25000亩，拥 16公里海岸线的世界滨海欢乐王国。

鼎龙湾喊你回家度假啦！

为了回馈全国各地业主的信赖，即日起至 2019年 10

月 10 日，只要您是鼎龙湾已签约业主，回来就可免费享

受鼎龙湾国际海洋度假区为您准备的专享福利：

免费住宿 9间无敌海景房（需提前 7 天报名预约，可

住 3 晚，每晚 3 间房）；2、8 人鼎龙湾·德萨斯水世界套票

（领取人须为已签约业主本人，并需携带购房合同、楼款

发票或楼款发票复印件，到销售中心现场领取）。

鼎龙湾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匠心雕琢后， 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占地 500 亩的鼎龙湾·德萨斯水世界主题公

园， 自开业高峰期每日迎来上万游客， 未来还规划有约

3000亩的海洋王国主题公园、 近万亩的野生动物王国主

题公园、15 家国际知名品牌的星级酒店王国和数万平方

米天然富锶温泉，真正让业主足不出户饱览世界。

迄今为止，鼎龙湾已成为全国数万业主的选择，成为

了全国近 200城人民的“第二故乡” ， 同时还创新性的在

全国数十个一、二线城市开放海洋生活体验馆，引领全国

海洋文旅亲海模式体验。

这个夏日，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回家吧！

鼎龙湾喊你回家度假啦！

展厅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金朱东路 378 号海洋生活体验馆

（和润国际酒店旁）

咨询电话：0851-88408838

广告

本报讯 记者从黔南州有关部

门获悉，当地出台的《黔南州“扫

黄打非” 工作举报奖励办法》规

定：举报“涉黄涉非” ，经查证属实

并依法作出处理后，举报有功人员

最高可奖 60 万元。 该办法将于 8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据悉， 此举是为鼓励调动广大

群众参与“扫黄打非” 工作的积极

性， 从而有效打击制售侵权盗版等

非法出版物的违法犯罪行为。

《办法》明确了举报奖励范围

与标准， 举报奖励范围涉及举报出

版、制作、印刷、复制、发行、传播、寄

递、储运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侵权

盗版、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以

及制作、 传播假新闻等 16种情形，

涵盖网上网下危害意识形态安全、

文化安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新闻

出版行业秩序的各类涉 “黄” 涉

“非”问题。举报奖励标准有 11种，

按涉案内容、 涉案经营额及形成行

政处罚案件、 刑事处罚案件情况给

予 1000元至 60万元不等的奖励。

据悉， 举报人员将以书面、采

访、电话、电子邮件、互联网或者其

他形式，向黔南州“扫黄打非”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问题线索，举

报涉及“扫黄打非” 的有关非法活

动， 经查证属实并依法作出处理后

按规定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办法》同时规定：黔南州“扫

黄打非”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对

群众举报线索进行认真受理，严格登

记制度，及时开展核查，并向举报人

反馈核查结果，同时严格保护举报人

信息。 黔南州“扫黄打非”办举报电

话：0854-8246789。 奖励办法详情可

登录 http://www.qnz.com.cn查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仁东）

黔南出台“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

举报“涉黄涉非” 最高奖60万元

本报讯 针对黔通卡淘宝店铺关

闭问题， 不少用户咨询售后服务怎么

办？ 记者从贵州黔通智联公司了解到，

贵州将推出四大措施来保障后期服务。

据了解，由于店铺关闭，官方店淘

宝客服无回应、 淘宝服务电话无法联

系。 贵州 ETC发行机构贵州高速集团

黔通智联公司昨日表示， 正积极完善

ETC发行服务后续保障措施。

一是推出公众号，统一服务热线。

用户可关注公众号“九州 ETC” 或拨

打客服热线：4008008787。

二是加快业务办理速度。对于前期

已办理黔通卡的客户， 如需办理注销、

退款业务， 可致电 4008008787热线做

专席受理，24小时受理注销退款业务。

三是增加客服人员。目前，客服人员

增加至 110人。 同时将根据业务分类进

行话务导航，提高客服电话的接入率。

四是统一优惠折扣。 公司和各合

作银行达成一致意见， 明确统一执行

九五折优惠政策。 同时鼓励各家银行

建立积分、返利等相关制度，为客户提

供更多权益专享和优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贵州四大措施

保障售后服务

黔通卡淘宝店铺关闭———

本报讯 2019首届樱桃电音美食

节昨日在遵义体育场开幕。该活动还

邀请了几十家小吃商入场，市民可边

品美食边听歌。

据了解， 本次电音美食节每晚有

现场乐队及歌唱表演。其中，在味觉体

验上， 几十家各地美食小吃汇集体育

场内，形成了有听有看有吃，吃喝玩乐

一体的狂欢派对。

为增强活动互动性和趣味性，活动

还引入了COSPLAY、网红拍照墙等。

据悉，本届活动从 7 月 27 日持续

到 8月 2日，为期 7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遵义市举办

樱桃电音美食节

本报讯 行走凉都， 清凉一夏。

昨日 7 时 30 分，2019 中国凉都·六

盘水夏季国际马拉松赛暨全国马拉

松锦标赛 （六盘水站）“我要上奥

运” 系列赛事在六盘水人民广场发

枪，来自 11个国家和地区的 3 万名

跑友，在 19℃的清凉中开跑。

发枪仪式前， 全体人员先为水

城县“7·23“特大山体滑坡灾害中

的遇难群众默哀。

本届比赛共设置四个项目，总

规模 3 万人。 其中， 全程马拉松

6000 人、半程马拉松 5000 人、10 公

里跑 4000 人、 大众健身跑 15000

人。 参赛选手中有来自法国、 俄罗

斯、澳大利亚等 11个国家和地区的

455名专业跑选手， 年龄最大的 88

岁，最小的 1岁。

本届比赛刷新了 “六马” 赛

会多项记录：其中，男子全程第一

名由肯尼亚选手夺得， 成绩为 2

小时 14 分 58 秒， 打破了由肯尼

亚选手 Kipsaat� Mathew 去年创造

的 2 小时 16 分 10 秒的赛会记

录。 男子全程首位中国籍选手管

油胜的成绩为 2 小时 24 分 40

秒， 管油胜来自六盘水市水城县

都格镇，是名副其实的本土选手，

比赛结束后， 他还当众向女友求

婚， 抱得爱人归； 在男子半程赛

中， 六盘水的本土选手聂登宇及

郭中瑞勇夺第一、第三名，同样破

了六盘水选手在半程赛中此前未

站上领奖台的赛会记录。

本届“六马” 由中国田径协会、

贵州省体育局、 六盘水市人民政府

主办，钟山区人民政府、六盘水市体

育局承办。 央视体育频道 CCTV5

对赛事盛况进行全程直播。

据悉 ， 自 2013 年第一届开

始，“六马” 至今已连续成功举

办了 7 届， 累计共有来自 50 个

国家、 地区和全国各地近 20 万

名选手参加比赛。 （龙兴 高松）

凉都夏季国际马拉松赛昨举行———

3万名跑友 清凉中竞速

7月 25日至 26日，中国·晴隆阿

妹戚托景区 2019彝族火把节在晴隆县

阿妹戚托小镇举行。 从山上俯瞰，万千

火把的光辉让整个小镇熠熠生辉。

“火把节” 是晴隆县三宝彝族乡

彝族人民的节庆文化，是彝族人民最

为盛大隆重的节庆习俗。每逢农历六

月二十四， 彝族各村寨都要举行盛

大、庄严的祭祀活动，通过祭天地、祭

火神、祭先祖三大祭，驱魔除邪，祈求

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

此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文联、中共晴隆县委、晴隆县人民政府

主办，有多项欢庆活动。 ■陈问菩

万千火把映衬

小镇熠熠生辉

3万跑友水城竞速

电音美食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