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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夏来，气温升高，贵阳市民喝老酒的热情，也

越发高涨。 说到老酒，不得不说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

酒收藏家孙建春先生，他就像夏日里的一股清流，爽爽

贵阳老酒市场。 他说收一瓶老酒，交一个朋友，收酒主

更是以酒会友，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馆负责人孙建春介绍，今

年夏天，凡是来收藏馆成交的朋友，就送 100 元车费，

成交上万元的顾客，还送红包 500 元。

公司高价收购新老茅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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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国酒茅台，更是青睐有加，其中包括

茅台生肖纪念酒、90 年代茅台、80 年代茅台、地方国营

茅台、三大革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等老酒。

另外，他们还收购十七大名酒，包括新老五粮液、

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

楼酒、汾酒、郎酒等各类名酒。 贵阳及周边地区可免费

上门收购，外地量大也可上门收购。

一名老酒收藏爱好者和孙建春打过交道后说，孙

先生为人厚道、直爽，懂得与人合作共赢，自从和他交

朋友以来， 他传授了不少收藏酒的知识， 让他受益匪

浅，其他有喜欢老酒的朋友，不妨来一起交个朋友。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更是传

承酒文化，更是结交好友。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们，可

以来贵阳饭店 28 楼老酒收藏馆，他将与大家品老酒吃

美食，分享其十多年品酒鉴酒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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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池贵阳饭店 28楼：

卖瓶老酒 交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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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21 日， 记者从云

岩区了解到， 以打造国际化高端消

费品工贸并进示范区为目标，《云岩

区产业大招商三年行动计划专项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 ）已于近日

正式出台。 根据《方案》，未来三年，

云岩区将紧紧围绕“一品一业、百业

富贵” 发展愿景，以中高端商贸、中

高端制造为招商主攻方向， 全力实

施产业大招商三年行动计划， 努力

建设全国一流、全省领先、全市示范

的现代化新云岩。

未来三年， 云岩区产业大招商

行动将主动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战

略，以突出中高端产业链招商重点、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促进城市能级跃

升、 加大中高端产业扶持力度为主

要任务，以高端商贸产业链、智能制

造产业链、生物医药产业链、高端康

养产业链、 高端生活性服务业产业

链、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中高

端日用品产业链、 对口帮扶地产业

链为具体抓手， 引领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持续跃升。

突出中高端产业链招商重点是

产业大招商行动计划的重中之重。

云岩区将继续强化高端商贸产业链

招商，依托人民大道、数博大道的建

设契机， 通过招引一批优质中高端

商贸建设主体， 大力引进一批国内

外知名卖场， 打造一批高品位特色

商业街区， 聚集一批国际知名品牌

酒店； 着力加快智能制造产业链招

商，依托云岩区现代都市产业园，加

快引进自带智能制造、智能服务、大

健康等产业业态的建设主体， 重点

突破无人机为核心的智能制造产业

链招商； 全力突破医药制造产业链

招商， 支持益佰制药等本土医药企

业做大做强，重点围绕医疗设备、生

物制药、医疗器械、医药用品等产品

种类进行导入， 实现以本土制药企

业为核心、 打通上下游产业链的集

聚式发展。 同时，纵深推进智慧康养

产业链招商， 积极推进高端生活性

服务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中高端

日用品产业链招商， 以及对口帮扶

地产业链招商， 在云岩区形成抓产

业向产业链聚焦的浓厚氛围。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促进城市能

级跃升是产业大招商行动计划的重

要载体。 云岩区将加快云岩现代都

市产业园区建设， 提升园区软硬件

环境的匹配融合， 推动区域产业结

构升级； 加速推进城市更新和旧城

改造步伐，加快人民大道、数博大道

沿线棚户区改造以及区域内其它存

量待开发地块的招商洽谈进程，尽

早明确开发主体和规划设计方案，

优化产业功能布局， 积极导入新兴

优势产业， 为中高端产业发展提供

良好的载体资源； 加强存量载体资

源的提质升级， 全面梳理存量楼宇

资源和商业物业， 加快闲置资源大

数据平台建设， 加大存量载体周边

环境的改造力度， 实现存量载体的

经济效益最大化。

加大中高端产业扶持力度是产

业大招商行动计划的重要保障。 云

岩区将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体系， 加快制定出台中高端产业

扶持政策， 不断优化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加强中小企业扶持力度，切实

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

境；加快建设企业金融扶持体系，加

快完善云岩区中高端产业发展投资

引导基金， 支持中高端产业企业与

金融机构对接合作， 支持有条件的

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发行企业债券、

募集民间资本等方式拓宽融资渠

道， 对成功上市企业按照企业上市

奖励标准给予奖励。

按照《方案》，2020 年，云岩区

将重点依托益田假日世界、大上海万

达广场、万科印力印象城 3个商贸综

合体， 招引 30个以上首次进入黔或

入筑的首店潮牌进驻云岩，并引入智

能制造企业 3 家以上进驻云岩现代

都市产业园，力争引进到位资金较上

一年增长 25%以上；2021 年，着力推

动人民大道沿线产业项目陆续启动

建设，完成 2个以上新型商贸综合体

建成运营，中央商务活力区要素不断

聚集，并实现与大营坡、东线、三马等

新兴商圈的联动发展；2022 年，紧跟

产业发展需要，重点招引服务于中高

端市场主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

性服务业企业，区域城市产业能级和

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中高端产业体系

初步形成。 （黄秋月）

围绕“一品一业、百业富贵”，以中高端商贸、中高端制造为招商主攻方向

产业大招商 云岩区出台三年计划

■新闻速递

近日， 家住花溪区贵筑路的徐

女士向记者反映称，花溪区民主路、

花阁路、 将军路等多个路段存在行

车不规范、行人横穿马路、占道摆摊

经营的乱象，不仅影响了居住环境，

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10月 21日下午 16时许，记者来

到花溪区进行走访。民主路、花阁路、

将军路是相邻路段，附近就是花溪步

行街，来往人流量较大，因此有许多

摩托车停靠在人行道上揽客，让本就

不宽敞的道路变得更加狭窄。

这三个路段都有不少斑马线，但

斑马线两端并未设置红绿灯，也没有

任何提醒车辆减速、避让行人之类的

提示。 因为该路段没有专人监管，不

少车辆存在行车不规范的问题，不仅

不礼让行人， 甚至转弯时不打转向

灯。同时，大部分行人也无视斑马线，

选择直接横穿马路，“人车混行” 的

乱象极为常见。

“车子根本不减速，都是乱开，

那我走不走斑马线又有什么区别

呢？ 反正大家都是乱走。 ” 一位正准

备过马路的市民说， 他也知道这样

不安全， 可车辆根本不遵守交通规

则。 记者在多个斑马线进行蹲守，发

现许多人在过路时也会犹豫， 但一

旦有人带头，就会跟随前行。

“这几条路太乱了，步行街天天

人都多，如果没有专门的人来管，就

不可能改善情况。 ” 70 岁的李女士

家住花阁路，她喜欢去公园遛狗，每

次出门都要穿过民主路， 过马路时

都要小心翼翼。 她说：“希望能装个

红绿灯，要么就喊人来管一下秩序，

不然对我们老人家来说， 太危险

了。 ”

同时， 上述路段还存在着车辆

乱停的问题。 许多摩托车在人行道

上停放， 甚至有车辆直接停放在斑

马线上，占用了不少公共空间。 在花

阁路部分路段， 还存在着占道摆摊

经营的问题， 不少菜农把摊子直接

摆在人行道上， 有的还摆在停车位

的空隙之间。

“他们在这摆摊，对我们来说买

菜比较方便， 但是摆摊确实影响环

境。 ” 市民刘先生说，希望有关部门

能规范一下摆摊范围与时间，这对菜

农与市民来说都比较方便。

针对上述问题， 记者已反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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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岳欢

行车不规范、行人横穿马路、占道经营……

花溪多个路段 交通乱象很常见

据新华社电 贵州省纪委监委

21日发布消息称，日前，经贵州省委

批准， 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贵州省有

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原党委

委员、副局长宫晓农(正厅长级)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

经查， 宫晓农严重违反政治纪

律， 在重大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

一致，公开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党的

集中统一， 且一再拒绝接受组织帮

助，背离党的宗旨，权欲膨胀，竭力

为自己营造声势，捞取政治资本，污

染政治生态，丧失理想信念，与党离

心离德，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政治

上蜕化变质，经济上贪婪成性，表里

不一，做两面派、当两面人；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组织用公款

支付的宴请活动， 违规借用下属单

位和其他单位车辆供个人长期使

用；违反组织纪律，违规干预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 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

在职务调整上谋取利益； 违反廉洁

纪律，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的礼品礼金；违反群众纪律，违规摊

派费用；违反工作纪律，不正确履行

职责， 违规向私营企业出借巨额资

金，造成不良影响；违反生活纪律，

痴迷兰花，玩物丧志；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构成职务违法；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

受贿犯罪。

通报称，宫晓农身为党员领导

干部、国家公职人员，毫无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意识，严重违反党的

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且在党的十

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性

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

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省监

委委务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

定给予宫晓农开除党籍处分，终止

其中共毕节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代

表资格；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

处分；追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起诉。

本报综合消息 据贵州省纪委

监委网站消息， 经中共黔东南州委

批准， 黔东南州凯里市人民政府原

党组成员、 副市长李玉泓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李玉泓，女，侗族，1969 年 9 月

出生，贵州省思南县人，硕士研究生

学历，1990 年 8 月参加工作，1997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丹寨

县财政局副局长、 凯里市审计局局

长、凯里市财政局局长、凯里市副市

长等职务。

严重违纪违法

宫晓农被“双开”

系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

业地质勘查局党委原委员、

副局长

凯里原副市长

李玉泓受调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摩托车随意停放在人行道

路边占道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