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 12日 14时 25分，天

柱县消防中队接到一个救助电话，称

一条蛇钻进了库房里。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 与报警人沟通

了解到，这是一条长约 60厘米的眼镜蛇。

随后， 消防员立即对现场情况进

行排查， 发现眼镜蛇正位于一个地下

库房， 里面放着矿泉水眼镜蛇夹在矿

泉水桶中间。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立

即利用捕蛇工具抓捕。 10 多分钟后，

该眼镜蛇被成功抓获。

考虑眼镜蛇既是野生保护动物也

是攻击性极强的毒蛇， 消防员找来了

一个空的饮水桶将蛇放进桶里， 最后

将蛇在野外放生。（田仁智 吴如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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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阳综合保税区产业基地标准厂房(一期)项目使用林地征求意见公示

贵阳综合保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的

《贵阳综合保税区产业基地标准厂房(一期)项目》

已取得贵阳市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局《关于贵阳

综合保税区产业基地标准厂房(一期)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筑综保产发〔2019〕12 号）和

贵阳市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局《关于贵阳综合保

税区产业基地标准厂房(一期)项目初步设计的批

复》（筑综保产发〔2019〕13 号），因项目红线范

围内涉及林地， 项目业主向我局申请办理林地手

续，根据《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

（国家林业局令第 42 号）和贵阳市生态文明建设

委员会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使用贵阳市环城林带

林地社会公示和听证实施办法 (�暂行)》 的通知

（筑生态文明委通[2016]�367 号）文件规定，现将

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白云区都拉乡小河

村， 总用地面积 39.6780 公顷， 项目总投资

199287.90 万元。

二、相关情况：项目红线范围内涉及贵阳市第

二环城林带林地面积 8.3309 公顷。 其中乔木林地

面积 5.1283 公顷，林木蓄积 407.8 立方米，森林类

别为地方公益林的林地面积 2.3455 公顷， 林木蓄

积 210.5 立方米，林地保护等级为Ⅲ级，森林类别

为一般商品林的林地面积 2.7828 公顷， 林木蓄积

197.3 立方米，林地保护等级为 IV 级；特殊灌木林

地 2.6189 公顷，林木蓄积 1.1 立方米（其中散生木

蓄积 1.1 立方米），森林类别为地方公益林的林地

面积 2.3465 公顷，林地保护等级为Ⅲ级，森林类别

为一般商品林的林地面积 0.2724 公顷， 林地保护

等级为 IV 级；一般灌木林地 0.2148 公顷，无林木

蓄积， 森林类别为一般商品林， 林地保护等级为

IV 级； 宜林地 0.3689 公顷， 林木蓄积 1.8 立方米

（其中散生木蓄积 1.8 立方米），森林类别为一般

商品林，林地保护等级为 IV 级。 项目业主拟通过

使用林地“占一补一”保证林地数量不减少。

三、意见范围和主要事项：征求意见的范围为

社会公众； 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为该项目使用林

地及采伐林木事宜。

四、 起止时间：2019 年 8 月 12 日至 2019 年 8

月 16 日（五个工作日）。

根据相关规定， 我局拟对该项目使用林地审

核上报， 相关单位和个人对该项目使用林地及采

伐林木事宜有异议或意见， 请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下午 17:00 点前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向我

局书面反应，反映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我局将

认真核实，及时处理，如无异议，我局将根据公示

内容予以上报，逾期不受理。

联系人： 罗丹； 传真电话：84616690； 邮箱：

41883546@qq.com；单位地址：白云区云峰大道 99

号白云区行政中心。

白云区自然资源局

2019年 8月 12日

本报讯 8 月 8 日 21 时 23 分，

剑河县交警大队接到报警称， 在该

县南哨镇剑榕高速五标二号搅拌

站， 一辆大货车翻下 40 米下的路

坎，驾驶员被驾驶楼死死地压住。

民警到达现场后了解得知，车

辆在下坠翻滚过程中， 驾驶员被甩

出车外， 但随后又被翻滚下来的货

车驾驶楼死死地压住。

“当时驾驶员被压在那里，我

们怎么也拉不出来。 驾驶员的身体

已经产生脱水，精神烦躁，说话也不

清楚了。 ”交警周彰科说。

交警勘察发现， 驾驶员被困空

间狭小，若采用铲子等常规工具，无

法展开有效救援。同时，事故现场情

况复杂，车辆支撑情况不明，一旦贸

然采用破拆工具， 极可能会对被困

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而且事故车辆

情况并不稳定，极易发生再次翻滚。

事后， 交警队员冒险钻进缝隙中，徒

手去刨被困男子身下的沙石。

经过近 1小时的救援， 被困驾

驶员身下的泥沙被掏空， 他被成功

解救出来， 并被转交给现场医护人

员送往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因抢

救及时， 被困驾驶员现已无生命危

险，正在逐步恢复中。

（严春生 唐仁洪 吴如雄）

货车翻下40米路坎，驾驶员被甩出车外又被压住……

本报讯 8 月 10 日下午， 丹寨

县消防大队接到报警称， 扬武镇羊

望村水库旁一垂直深度达 60 余米

的山洞内， 有 2 名男子被困洞内 8

个小时，情况非常紧急。

接到报警后， 丹寨大队紧急出

一个抢险救援编队 3 车 15 人前往

事故发生地救援。

15 时许，大队指战员到达羊望

村水库旁，由于上山路是布满荆棘、

陡坡险石的狭窄便道， 车辆无法通

行，消防指战员携带各类救援器材，

在报警人的带领下， 徒步 1.5 公里

左右到达山洞。

15 时 23 分左右，消防员到达

山洞口， 对洞内 2 名被困人员进

行了呼喊，听到被困人员回应。指

挥员结合现场救援实际， 制定了

“下洞侦察掌握情况、 投送物资

稳定情绪、紧固锚点制作系统、上

下联动分段提升、 严密监视确保

安全” 的救援方案。

侦察清楚洞内情况后， 消防队

员 3小时后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经事后询问得知，2 名被困人

员都是本地人， 一个 63 岁， 一个

53 岁。 原来，他们听说洞内有水可

以喂养“娃娃鱼” ，两人当天早上

7 点下洞探索洞内情况，因体力透

支和器材损坏， 再加上洞深陡险，

最终，他们困在了洞内。

（薄纯鹏 吴如雄）

为了喂养“娃娃鱼”———

深洞寻水源 两村民被困8小时

本报讯 8月 10日晚，兰海高速

公路贵阳往遵义方向乌江段， 一辆

货运车起火，共有 3吨百货被毁。

当日 21时许，遵义兰海高速公

路交警大队三中队接到指令称：在

贵阳往遵义方向乌江特大桥前方几

公里处，有一辆大货车起火。

接到报警后， 三中队值班民警

张礼麟立即带人赶赴现场， 同时联

系应急和消防部门。 民警到达现场

后发现， 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拖

车停在应急车道内， 拖车上浓烟滚

滚还伴有明火， 车头部分在前方十

米左右处停放。

为避免火势蔓延殃及其他车

辆，民警在现场设置警示区，并联系

消防等部门前往扑救。 经各方共同

努力，火势于 22时左右扑灭。

据驾驶员胡某介绍， 当晚，

他发现车辆起火后就立即停车

用灭火器灭火， 但是没有效果，

加之第一现场离绿化带较近且

旁边就是树林，担心引发森林火

灾，他冒险上车把车辆转移到前

方 2 公里处，并把车头与拖车分

离，以减少损失。

司机说，该车因喷水出故障，车

辆制动时未能及时降温导致右后轮

起火，蔓延至车内百货。

据悉， 该事故造成近 3 吨百货

和拖车的 8个轮胎被烧毁， 经济损

失数十万元。 （朱平 黄宝华）

本报讯 8 月 11 日晚， 一名在遵

义打工的河南男子接到孩子在老家生

病的消息后，喝了酒的他，情急之下一

路步行去 50多公里外的遵义坐飞机。

当日 22时 54分，遵义交警高速四

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播州区平正收费站

收费员报警称，有一名醉汉不听劝阻走

上了高速路，正往遵义方向赶。

接警后， 民警宋熹等人赶往平正

收费站，并沿高速路往遵义方向寻找。

23 时 30 分左右， 民警在高速公

路上发现， 一名男子正靠在高速公路

护栏边休息。

经询问，该男子许某，46 岁，河南

新乡人， 在播州区平正乡打工。 当晚

22 时许， 他接到家中女儿的电话，称

最小的弟弟生病了，且无人照看。

情急之下， 许某想赶回老家看望

孩子， 然而自己又因为不熟悉当地情

况，一时情绪低落，便喝起了酒，想沿

着高速公路走到遵义订机票回家。

了解情况后， 民警宋熹对其爱子

之情进行安慰， 然后对其喝酒上高速

行走的危险之举，进行了严厉批评。

民警同时告诉许某，此时遵义机场

已无航班，可次日一早前往。之后，民警

带其离开高速，并在枫香镇为其找了酒

店住下，详细告知其回家的路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货车突起大火，旁边就是森林……

一车百货熊熊燃烧 司机急忙转移“火”车

■新闻速递

一听儿子生病了———

男子急于返乡救子

徒步百里去乘飞机

矿泉水桶中间

藏了条眼镜蛇

天柱消防员将其逮住放生野外

交警徒手刨泥1小时救出司机

货车翻入泥田，交警火速救人

一名村民被救出

眼镜蛇被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