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晚报·知行乐学导报》受关注

本报讯 10 月 16 日，饿了么和

星巴克在贵阳开启外送试运营专星

送服务，为咖啡爱好者提供“用心，

更多一度”的星巴克外送体验。

据了解， 星巴克专星送可通过

两个平台登陆，即在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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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下方正中，便是专星送的入口，或

在饿了么平台上搜索“星巴克” ，专

星送则将以“品牌官方店” 的形式

置顶出现。在专星送服务范围内，用

户可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喜好， 选择

任一平台点单。

此外， 在饿了么提供的星巴克

菜单中，不论是甜度还是配料，完全

可以实现客制化。以拿铁为例，就有

多达 972 种选择， 以供顾客从容地

发现更多新奇体验。顾客下单之后，

订单派至门店， 列有清晰客制化要

求的标签就自动打印出来， 星巴克

咖啡师会根据标签内容， 为顾客手

工调制饮品。

随着此次专星送服务的开启，

贵阳用户使用饿了么点星巴克将享

受多重优惠，不仅免配送费，如果是

饿了么新用户， 还可享受下单立减

17元优惠。同时，还有饿了么会员红

包也可叠加使用。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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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金融城

稀有 120-200m

2

临街旺铺

保利云山国际

1 号楼负 1层约 100m

2

旺铺出租

��������连日来， 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

黄杨厅举行的老酒鉴定变现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通过

鉴酒专家的介绍和身边很多实例， 越来越多的市民对老酒

价值有了理性的认识，意识到老酒变现不能等，抓住机会及

时出手，才能实现老酒最大的现金价值。

老酒价格渐趋平稳 不会大涨

“我想等价格涨涨再出手！” 有些市民有此打算。其实，

这是因为对老酒的市场行情不了解而产生的一种错误认

识。 老酒经过近几年价格不断上涨现已经基本稳定，很难再

出现价格大涨的趋势。 随着市场的规范和消费的理性，老茅

台酒的价格日趋稳定。 从长远来看，老酒的收藏属性正在淡

化，回归酒本身的饮用功能也日渐明显，抓住现有的趋势抓

紧时间变现才是合理的选择。

老酒年份越久不等于价格越高

还有市民认为“年代越久，老茅台酒越值钱” ，其实这

是片面的。 年份是衡量老茅台酒价值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

一的因素。酒的品相和是否跑酒等都会影响最后的价格。老

茅台酒由于生产的年限至今很长，保存面临很大的考验，普

通百姓大多不懂得保存的专业知识，如果保存方法不当，很

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品相破损和跑酒现象， 价值随之

降低，甚至变成废品。 收藏馆在贵阳收酒的这三年间，就遇

到了很多由于保管不当，而导致价格大打折扣的老酒。 让人

深感痛心和惋惜。

由此可见， 市民及时选择权威的机构将老酒鉴定变现

很有必要。 收藏馆这几年在贵阳的表现有口皆碑，开出的收

酒价格全国较高，并且还有现金赠送，如果想老酒鉴定变现，

请先来这里听听专家给出的合理意见再做决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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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酒变现不能等 该出手时就出手

北京茅台收藏馆引导市民理性看待老酒价值

近日，有学生向贵阳晚报“镜头

对准死角”栏目反映，贵阳学院大门

口右侧人行道长期存在摊贩占道经

营的情况，而且屡禁不止，不仅严重

影响学生出行， 而且还存在一定的

交通安全隐患。

10月 10日下午 2 时，记者来到

贵阳学院看到，在学校大门口右侧的

人行通道上，确实有多个摊贩搭着帐

篷摆摊，把道路两侧全部占满，中间

只留下一条很窄的通道，仅能容下两

个人并排通过。记者沿着通道走过时

发现，卖水果、煎饼果子、烧烤串、炸

洋芋、烤面筋的商贩大约有 20多家，

各种油炸食品的油烟到处飘散。

“现在交警部门在人行通道和

进学校道路的中间设置了隔离栏，不

准摊贩在道路上摆摊，所以摊贩们都

把小摊摆在人行通道上，严重影响了

学生的通行。 ”贵阳学院一名大二的

学生说：“每天一到放学的时候，就

会有大量的学生来这里买水果和各

种小吃，整条道路全部被堵死，有时

候出去拿个包裹，过路都成问题。 ”

据这名同学介绍， 在没设置隔

离栏之前， 人形通道上和道路上到

处摆满了水果摊和小吃摊， 各种叫

卖声混杂在一起， 就像是一个天然

的菜市场， 有时候公交车都开不进

来，加上学校人流量较大，存在一定

的交通安全隐患。 记者在现场看到，

道路虽然设置了隔离栏， 但部分没

占到位子的摊贩仍将小摊摆在路

边，影响了车辆通行。

“我们中午 12 点过就来摆摊

了，不然抢不到好的位置。 ” 一位卖

水果的摊贩告诉记者， 学校人流量

大，每天的生意都很好，一般要卖到

晚上 10点才会收摊。 当记者问到这

里是否可以长期摆摊时， 他说：“原

则上是不可以的， 经常会有城管过

来管， 但基本上我们和他们都是在

打‘游击战’ 。 ”

记者观察到，虽然学校旁边就有

垃圾桶，但很多商贩都习惯性地把果

皮、塑料袋、纸屑、烟头等垃圾扔在地

上。“这些商贩摆摊后留下的垃圾从

来不会清扫，每天都是我一大早去清

理。 ”负责该条道路的环卫工人告诉

记者，每天她来清扫时发现留下的垃

圾比菜市场还要多，路面上还残留着

一些油污，不注意还会摔倒。

商贩在学校附近占道经营，学

校有没有管理权呢？ 记者来到贵阳

学院保卫处进行采访。 保卫处一名

工作人员说， 他们只能对在学校外

面占道经营的商贩进行劝导， 要辖

区的城管部门才能执法管理。 他表

示， 学校外面小摊上的食品没有安

全保障， 希望广大同学为了自己的

身体健康，尽量不要购买。

随后， 记者联系到龙洞堡社区

城管部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李朝

祥说：“我们对贵阳学院周边的商贩

清理过多次，但都屡禁不止，下一步

我们将会联合交警、 市场监管等部

门加大打击力度， 同时我们将采取

引摊入市的方式， 规划一块固定的

区域，对摊贩进行集中规范管理。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贵阳学院大门口右侧人行道———

摊贩占道经营 学生出行难

摊贩占道经营

本报讯 记者从第六届中国物

流（都匀）国际峰会暨商贸物流博

览会上获悉， 黔南州把物流业作为

引领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基础设施

和战略产业来抓， 先后举办了五届

国际物流峰会， 扩大了黔南对外交

流合作的朋友圈， 加深了大西南和

泛珠三角区域城市间的友谊。

通过五届物流峰会的举办，黔南

共签约 101 个物流项目， 签约金额

1187.7亿元， 约 5000名嘉宾出席，

吸引约 300余家商协会、800多家企

业到黔南州考察投资。先后与广东珠

海港合作，与德国艾尔福特市、巴基

斯坦瓜达尔等缔结友好城市，黔南州

物流“朋友圈”越做越大。

据黔南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随

着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现代物流业

快速发展， 黔南物流规模快速增长，全

州规模以上物流企业从 2014年的 421

家增加至目前的 922家， 拥有货运车

辆 11394辆，货运周转量达 508.95亿

吨 /公里，先后荣获“中国物流最具活

力城市”“国家级城乡高效配送专项行

动试点城市”等殊荣。 （张仁东）

都匀国际物流峰会：

黔南扩大

物流“朋友圈”

星巴克饿了么

贵阳开启专星送

“镜头对准死角”

系列报道

本报讯 经过 5 期试刊，《贵阳

晚报·知行乐学导报》引起贵阳市有

关部门和中小学校老师、 家长和学

生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肯定。 从第 6

期开始，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文明

办正式成为《贵阳晚报·知行乐学导

报》业务指导单位。

《贵阳晚报·知行乐学导报》是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贵阳晚报在新

时期加快媒体融合步伐、 更好服务

社会的一种积极探索，旨在为学校、

家长、学生、社会各方搭建互通互动

平台， 在推动中小学生素质教育方

面发挥媒体的宣传和传播功能。

《贵阳晚报·知行乐学导报》

是《贵阳晚报小记者周刊》的“升

级版” 。 贵阳晚报小记者团成立于

2014 年，是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在贵

阳市教育局、 贵阳市文明办指导

下，为在校中小学生打造的课外实

践、学习的一站式平台和“行走的

课堂” ， 被市教育局和市文明办联

合授予“贵阳市青少年文学艺术培

训展示基地” 称号。 经过五年多努

力，现拥有专业的执行团队、系统

的研学课程、研学导师、研学线路，

是贵阳市目前最具专业化的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执行平台之一，在贵

阳市乃至全省中小学校、学生和家

长当中具有颇高知名度、美誉度和

信任度。

《贵阳晚报·知行乐学导报》是

中小学生和家长获悉最新教育资讯

的一扇窗口； 是中小学生学习上的

好帮手；是学校德育教育、中小学生

和一线老师自我风采充分展示的又

一平台； 也是贵阳晚报小记者展现

个人魅力的舞台。《导报》每周四出

版发行， 一周一期， 每期 8—16 个

版，一年 30 期（寒暑假休刊），面向

中小学校、老师、学生及家长，“以世

界为课本·行走的课堂” 为目标，以

教育资讯、学科类学习、名校名师风

采、学生习作呈现、区情市情省情研

学课程推荐、 晚报小记者各类活动

展现为主要内容， 充分展示丰富多

彩的校园生活、 中小学生和老师积

极乐观的精神风貌。

通过 《贵阳晚报·知行乐学导

报》，你可以在名师堂里，聆听专家

独到、先进的教育理念；你可以自荐

为小达人，展现个人魅力；你可以分

享你的校园故事，介绍你的老师、你

的同学，还有发生在校园的趣事；你

可以跟随聂老师的脚步，认识贵阳；

可以和孙老师一起， 来一场头脑风

暴，感悟生活哲理；还可以邀上朋友

或爸妈，开展智力比拼。

此前苦于孩子有习作在《贵阳

晚报》教育版面上刊发却又买不到

报纸留存的家长， 这下不用犯愁

了， 凡加入到贵阳晚报小记者团，

成为贵阳晚报初级小记者或精英

小记者，都可获赠一份一年的《贵

阳晚报·知行乐学导报》。 当然，

《导报》 也可单独订阅，100 元 /

年，关注“贵阳小记者” 微信公号，

在后台回复“订阅导报 + 姓名 + 学

校 + 年级班级 + 联系电话 （家

长 ）” 或 拨 打 电 话 85811571、

18786721290 订阅，亦可到《贵阳晚

报》各发行站订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为学校、家长、学生、社会各方搭建互通互动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