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 钟山区一村民

上山采药坠洞，一村民下洞营救未

成功，结果双双被困，当地消防赶

来将二人救出。

7 月 26 日 17 时 23 分， 六盘

水消防救援支队人民中路中队接

到指挥中心调度，称位于六盘水市

水城县董地乡大姚村发营组有村

民掉入天然洞穴内，该中队立即出

动 1 辆抢险救援消防车及 7 名指

战员前往救援。

到场后，中队指挥员经侦查和

询问现场的民警得知， 洞穴有 20

米深，当天，一人是在洞穴附近采

药不小心失足掉下去的，另一人是

想下去救人，结果两人均被困。

在了解完情况后，首先由一名

经验丰富的消防员利用绳索下降

到洞穴内，探明洞内两人的具体位

置，消防员发现，其中一人腰部受

伤，伤势严重，情况危急。指挥员立

即下令，由另一名消防员携带救援

担架与躯体保护板从洞口下降至

洞底。

为防止被困人员在救援过程

中受到二次伤害，两名消防员通过

躯体保护板将伤势严重的被困者

进行腰部固定， 抬上救援担架后，

再用绳索将其固定好，在确保万无

一失的情况下， 对救援担架起吊。

在上升过程，为防止担架与岩壁碰

撞，救援人员全程一直进行跟踪保

护，并且不断改变保护措施，使担

架与岩石保持一定的距离，地面上

指战员在得到信息后以最佳的节

奏慢慢的将其拉出洞外。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救援，两名

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移送到医院

治疗。 (陈治湘 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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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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7 月 29 日

温馨提示

停水原因

停水时间

停水区域

��������为配合贵阳市轨道 3 号线建设，需对供水主干管进行迁改

7 月 30 日(星期二)早上 9:00�至晚上 24:00��

��������花溪大道（四方河路口至中曹司路口沿线）及周边相邻路段

由于现场施工条件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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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力量，确保按时通水，如提前通水，恕不另行通知。停水期

间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供水服务热线：96015

近日， 贵阳市武岳酒店一楼大厅老酒馆，

为期 10 天的陈年老酒贵州征集活动， 圆满落

幕，不少老酒收藏爱好者，开心而来，满意而归，

将美酒变现。 活动结束，但优惠政策不变，只要

成交，就送 100 元路费，成交上万元，再送 500

元红包。

老酒馆高价大量收购新老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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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收购

省外的新老五粮液、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

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楼酒、汾酒等老酒，贵

阳市区内可上门收购， 贵阳市区外量大也可上

门收购。

老酒馆为珍视顾客利益，确保贵阳市内价

格更优，避免顾客东奔西跑比价格之苦，同年同

品相老酒，市区内有更高收购价格，老酒馆补差

价。

老酒馆鉴酒专家介绍， 很多市民不懂如何

收藏老酒， 致使家中爱酒出现跑酒和品相被破

坏的情况，老酒收藏多年后，反而一文不值，十

分可惜，家中老酒该出手就出手，变现才靠谱。

老酒馆地址：贵阳市解放路武岳酒店一楼

大厅，电话 18586952299

��������市民可乘 63 路 10 路 204 路 12 路 216

路 23路 240路 26路 35 路 310 路 319 路 303

路 309 路 38 路 67 路 64 路 42 路 68 路 9 路 8

路 72路 81路 82路公交车至陈家坡站下

卖酒何须满城走?�武岳酒店价更优

广告

本报讯 7 月 28 日，玉屏一名

农药重度中毒的病人急需转院到

贵阳。 金汇通航立即启动了“空中

救援 120 联动机制” 为救治患者

争取宝贵的时间，最终，实现 75 分

钟成功转运。

据了解，农药中的有机磷短时

间大量进入人体后，会造成以神经

系统损害为主的一系列伤害，如抢

救不及时可能会导致死亡。

抢救中毒患者就必须要抢时

间。 在生命危急关头，玉屏一名农

药重度中毒病人家属联系到金汇

通航贵州分公司，准备将患者从玉

屏县人民医院转院到贵阳市金阳

医院进行紧急治疗。

经过各方协调，12：00， 金汇

通航调派离病人最近的直升机

AW119/B704C 从铜仁江口起飞前

往玉屏县人民医院。 12：25直升机

在医院附近的玉屏县人民政府广

场临时起降，在玉屏县人民医院和

贵阳市金阳医院授权随机医护、玉

屏县公安局特巡警帮助下，病人在

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接驳上机。 12：

30 直升机搭载病人起飞转运贵

阳。 13：45 在经过 75 分钟的飞行

后，直升机平稳降落在省公安厅警

用航空基地，此时贵阳市金阳医院

急诊科医护人员已做好接机准备。

仅用了 10分钟， 病患交接医院救

护车短驳至贵阳市金阳医院。

目前，病人在金阳医院重症监

护室接受进一步治疗。

据悉， 目前金汇通航在贵州

已有 2 架直升机时刻备勤， 以贵

阳基地、遵义基地为中心，覆盖半

径为 200 公里的 “黄金一小时”

空中救援网络， 与急救中心、医

院、交警、人保、警航、媒体等建立

地空结合、 多方联动的救援保障

体系， 使直升机航空医疗救援时

刻服务于贵州人民。 近三天已出

动三次。

近日来，连续多起救援案例也

标志着空地一体化医疗救援保障

新模式在贵州正趋于常态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贵州空地一体救援 趋于常态化

玉屏中毒患者空运至贵阳救治

本报讯 近日， 市民吴女士发现，4

个月前采购的婴儿纸尿裤长起了蠕虫，

为此她与商家发生了争议。 经凯里市相

关部门调解，双方达成和解。

今年 3 月，吴女士在凯里市区内一

家大型的婴儿用品店内购买了 20 包婴

儿纸尿裤， 因当时该店正在做活动，又

送了吴女士 10 包， 总共 30 包纸尿裤。

回家使用后，吴女士一家并没有发现异

常。

直至近日，当第 26 包开封使用几日

后， 吴女士的丈夫在给儿子更换纸尿裤

时在上面竟然发现了一只白色的虫子，

当时虫子在纸尿裤上还在蠕动。

吴女士告诉介绍， 其实当时他们也

没太在意， 认为是受潮了所致，7 月 25

日， 吴女士给儿子换尿不湿时又发现了

虫子，打开其他几张，上面还有虫卵。

面对这样的情况， 吴女士一家惊讶

不已。

通过其拍摄下来的视频资料以及图

片，记者看到，在一片婴儿纸尿裤上果然

爬着一只白色半透明的活体虫。此外，其

他的纸尿裤上也出现了黑色的虫卵，从

生产日期来看，纸尿裤也在保质期内。

那么，虫子是从哪里来的？吴女士认

为是产品的质量问题， 当日就找到了自

己当初购买纸尿裤的店。

据吴女士介绍， 她和亲属多次与超

市沟通后得到的答复仅是可以退换货，

对于这种解决方式她无法接受。

近日吴女士向当地有关部门进行了

投诉。

接到投诉后， 凯里市场监督管理局

高度重视， 委派城西分局相关负责人立

即赶到现场对此事进行调查。

“经过我们现场调查，吴女士所说

的情况属实， 在纸尿裤里确实出现了白

色的虫子， 但是商家也提供了完整的相

关检测、批次等材料，再加上从纸尿裤的

生产到运输储存， 再到消费者的开封使

用，导致虫子出现可能有很多种原因，所

以不好说是哪一种情况产生的， 可能还

需要更专业的检测， 才能找到问题的真

正原因。 ” 城西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最终， 经召集当事双方进行调解达

成了和解。

同时， 凯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提

醒广大消费者， 消费时要注意保留好相

关票据和有效凭证， 当合法权益受到损

害时， 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和消费者委

员会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顾菲 吴如雄）

邻居采药坠洞 村民营救被困

当地消防人员赶来，成功将他们救起

本报讯 7 月 26 日，习水县两

名男子分别因诈骗罪被判处 8 个

月有期徒刑，并各处 8000元罚金。

此前，两人使用冥币，从当地两位

老人手中骗走 6190元。

今年 3月， 习水县人杨某、潘

某经预谋后， 以捡到钱为诱饵，对

当地老人实施诈骗。 3月 12日，杨

某在习水县良村镇街上，以捡到一

袋巨款并以见者有份为由，要分给

当地 68岁的罗姓老太。

随后，杨某还打开钱包，让老

人看见里面的百元大钞。但老人并

不知道，这全是冥币。 杨某将罗老

太骗至良村观音岩的河沟边上，潘

某尾随其后， 两人一番花言巧语，

用这袋冥币将罗老太的 2800元现

金骗走。

见有利可图， 贼心不死的二

人， 又于 3月 20日在习水县三岔

河天堂坝街道，以同样的诈骗手段

作案， 骗取 73岁的被害人袁老太

3390元。

法院查明， 二人两次作案共

计获得 6190 元，并将非法所得平

分花销。 法院认为，杨某、潘某的

行为，构成诈骗罪，且二人在 5 年

内都曾有故意犯罪前科， 属于累

犯。 法院一审判处两被告人有期

徒刑 8 个月， 并各处罚金 8000

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用冥币骗老人 两骗子领刑

■新闻速递

婴儿纸尿裤

上面长蠕虫

经市场监管部门协调， 消费者

与商家达成和解

转运患者

下洞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