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8名高校健儿

卧龙湖竞逐龙舟

本报讯 昨日，大学生小王在省医血

液科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象征着生

命火种的造血干细胞悬液将由我省志愿

者连夜送往北京，用于挽救一名 90 后血

液病患者的生命。

同时， 记者从中华骨髓库贵州分库

获悉， 本月还将陆续有 5 位志愿者完成

造血干细胞捐赠。届时，我省今年将累积

完成 22 例造血干细胞移植，预计今年可

成功捐献近 30例。

小王告诉记者， 刚上大学时自己就

登记成为了一名无偿献血志愿者， 没想

到登记两年就被通知和病人配型成功。

对于捐献的事，父母都支持他的决定。

小王是我省今年第 17 位成功捐献

干细胞的志愿者。 中华骨髓库贵州分库

工作人员说， 本月捐献的 5 位志愿者中

有法学院大学生、医学生、新晋医生、公

司职员。

据悉，6 位志愿者的“生命火种” 将

陆续送往北京、上海、苏州的医院，拯救

6 名血液病患者， 患者中年龄最小的仅

一岁。

贵州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杨梅表

示，贵州志愿者队伍积极性高，初配成功

后，同意捐献的成功率很高。

此外， 医学生或卫生系统的志愿者

积极性也很高， 我省已成功完成多例医

疗工作者或医学生捐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本报讯 昨日，2019 年“汉酱杯” 世

界名校龙舟大赛在贵州绥阳卧龙湖水上

运动中心正式开赛。来自斯坦福大学、基

辅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香港科技大

学、台湾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等 23 所国内外名校的 368 名运动健儿

在卧龙湖展开竞逐。

据了解， 世界名校龙舟大赛创办于

2015 年，今年为第五届。 赛制仅限全日

制大学本科一年级到四年级在校学生，

世界排名前 20 名院校中的 3 支队伍、亚

洲排名前 20 名院校中的 5 支队伍、中国

排名前 20 名院校中的 8 支队伍以及其

他国家地区知名院校的 8支队伍参赛。

本届比赛持续到 10 月 13 日， 设置

男子、女子、混合 200 米直道竞速，男子、

女子、混合 500 米直道竞速，男子、女子、

混合 2000米环绕赛。

大赛由国际大学生龙舟联合会、贵

州省体育局、遵义市人民政府、贵州省体

育总会主办，遵义市文体旅游局、遵义市

教育局、绥阳县人民政府、贵州省水上运

动管理中心、贵州省龙舟协会、天津市龙

舟运动协会承办，绥阳县文体旅游局、绥

阳县教育局协办。 （杜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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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阳恒大雅苑项目

办理产权手续的通知

尊敬的业主
：

我公司开发的贵阳恒大雅苑项目
3.4.7.10.11

号楼
已具备产权办理条件

，

将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起开
始办理产权手续

，

请您携带相关资料原件到恒大雅苑
项目销售中心登记办理

。

提交资料
：

商品房买卖合同
、

备案登记表
、

购房收
据
(

财务处退补差换发票
)

、

购房人及配偶身份证
、

购房
人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户口簿

、

结婚证或未婚证明
；

未成年人购房的还需提供
：

出生证明
、

监护人身份证
；

若按揭贷款的
，

须携带银行
《

借款合同
》

备注
：

若业主未能按照与我司签订的
《

商品房买卖
合同

》

约定时间内提供相关资料
，

由此造成延误办理不
动产权证的一切责任由业主承担

。

办理时间
：

9:00-17:00

，

节假日不休
。

详情致电
：

15180738539

特此通知
！

贵阳九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1

日

贵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停水公告

贵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10 月 13日

停水原因

停水时间

停水区域

温馨提示

因地铁 3号线施工，迁改 DN600 供水主管

2019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晚上 20:00 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8：00（共计 12 小时）

花溪区主城区范围

清溪路沿线、田园中路及南路沿线、大将路沿线、3537 厂片区、望哨坡片区、矿

灯厂家属区厂区、康城小区、金世旗小区、红阳厂、阳光花园、兰馨桂馥、南乔紫苑、

博士花园、榕筑小区、万科大都会、两夹坡、东村、保利小区、花溪区政府片区、电子

工业学校片区、桐木岭片区、省委党校片区、区委党校片区、桐木岭公租房、关口寨

安置房。

因水厂开机到水压恢复有一个过程，恢复供水有可能延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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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修力量，确保按时通水。 如提前

通水，恕不另行通知。 对停水期间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供水服务热线：96015��0851-83851225�

受影响区域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民政厅

获悉，我省将启动第十一届“中华慈

善奖”推荐工作，接受推荐的起止时

间为今年 10月 15日至 12月 31日。

据介绍，“中华慈善奖” 是当

前我国慈善领域政府最高奖。为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表彰社会各界奉献爱

心、回报社会的慈行善举，鼓励、带

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民

政部组织开展第十一届 “中华慈

善奖”评选表彰活动。

省民政厅下发《关于开展第十

一届“中华慈善奖” 推荐工作的通

知》， 明确推荐对象为 2017 年至

2019年在我省慈善活动中，特别是

扶贫济困活动中事迹突出、影响广

泛的单位、个人、志愿服务等爱心

团队、慈善项目、慈善信托等典型。

此次共设置四类奖项：慈善楷

模、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捐赠企

业、捐赠个人。慈善楷模奖推荐对象

为在我省慈善领域事迹突出、社会

影响良好、具有感召力、公信力、示

范性的个人（包括慈善工作者）和

爱心团体。 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

推荐对象为在我省慈善领域具有

创新性、示范性、推广性的慈善项目

和慈善信托。 捐赠企业奖推荐对象

为 2017年至 2019年向我省境内捐

赠数额较大、贡献突出的省内外企

业 （捐赠金额统计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数

据）。 捐赠个人奖推荐对象为 2017

年至 2019 年向我省境内捐赠数额

较大、贡献突出的省内外个人。

据悉，“中华慈善奖” 推荐面

向基层和工作一线。为进一步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我省推荐名额的

50%以上将集中到扶贫济困领域

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爱心

团队、慈善项目、慈善信托。凡符合

条件且有申报意愿的单位、 企业、

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向民政部门

和相关单位申报。推荐事宜可向省

推荐“中华慈善奖” 评委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电话（0851）86838973。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昨日，在白云区青龙大道施工

现场，多台挖掘机同时作业，运土

车往返穿梭运送泥土，工人们正忙

着挖树池、种植树苗，两侧人行道

砖铺设有序进行，整个现场一派繁

忙的景象。

青龙大道是贵阳市第十届旅

发大会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更是

此次大会前往 302（贵铝）工业原

址文创园观摩点的必经之路。青龙

大道南段 A 段道路工程起点位于

已建成的青龙大道北段与规划建

设的沙果南路交会处，下穿贵阳环

城高速，与云环路平交，经氧化铝

片区与同心路平交，下穿贵州铝厂

铁路专线与白云南路平交，顺沿金

园路，终点接未建段的石标路与规

划的龙潭路（金湖路）交会处。 道

路全长 4.56 千米， 规划红线宽度

40米，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 60千

米，道路中间绿化带 6 米，两侧人

行道各 5米。 目前，该项目总完成

率 71.5%，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近年来，白云区不断加强旅游

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着力构

建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区域交通

干线、组组通公路等为一体的现代

化立体交通体系。 通过青龙大道、

观云大道、云程大道等交通主动脉

的建设，为白云区旅游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婷

本报讯 昨日， 市民陈师傅向

贵阳晚报“镜头对准死角” 栏目反

映称，在溪孟路与贵惠大道交叉口

附近，有几堆土石方占据了至少一

个车行道，导致该路段车辆通行受

到影响。

当日上午，记者在现场见到，4

堆高约 1.5米的渣土堆积在此，不

仅占据了人行道，还把一旁的慢车

道完全占满。 据了解，该路段正好

处于溪孟路进入贵惠大道的匝道

口附近，车行道较窄，不少从此经

过的车辆经过此处，只得朝左侧避

让通行，不仅通行不便，而且还有

一定的安全隐患。

“白天还好说，能看得见，到

了晚上光线较差，不排除车辆在避

让这些土石方时引发交通事故的

可能。 ”陈师傅说，他就住在附近，

渣土堆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希望

职能部门能尽快协调一下，将这些

土石方移走。

由于该地段相对偏僻，周边没

有商户和行人，最终没能找到这些

土石方的责任方。 事后，记者将此

事反映至 12345 贵阳市公共服务

热线，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将该问

题反馈给相关部门，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及时处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中华慈善奖”推荐工作启动

符合条件的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可向民政部门申报

■新闻速递

“镜头对准死角”

系列报道

青龙大道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世界名校龙舟大赛在绥阳开赛

整装待发

贵阳市第十届旅发大会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在青龙大道施工现

场，工人正在种植树苗

溪孟路与贵惠大道交叉口———

渣土占道 车辆通行受影响

现场的渣土

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月将再增 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