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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医医疗环境改造项目安置在“君临天下”

C栋发放超期过渡费及交房通知

各位住户：

请携带《拆迁安置协议》原件和身份证（老身份

证不能用，需出具户籍证明），委托领取的住户，《委托

书》必须经公证处进行公证，由受委托人携带公证书

和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在火车站达高桥鸿通

城写字楼 917 号办理超期过渡费的结算及房屋移交，

超期过渡费终止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7 日。

办理时间：2019 年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0 日。

上午 9：30-12：00�下午：13：00-15：00

������“君临天下” C 栋的住户，在办理完超期过渡费结

算后，请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起持有效证件（身份证

原件、拆迁协议、住建部门出具的结算通知书）到“君

临天下” 现场办理房屋移交手续。

办理时间：上午 9：00-12：00�

������������������������下午：13：00-16：30

��������特此通知

云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 0 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北京西路 A标段安置在“君临天下”

发放超期过渡费及 C栋交房通知

各位住户：

请携带《拆迁安置协议》原件和身份证（老身份

证不能用，需出具户籍证明），委托领取的住户，《委托

书》必须经公证处进行公证，由受委托人携带公证书

和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在中天未来方舟 D12

组团 B 栋 1 单元 13 楼办理超期过渡费的结算及房屋

移交，超期过渡费终止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7 日， 办

理时间：2019 年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0 日。

办理时间：上午 9：30-12：00�下午：13：00-15：00

�������“君临天下” C 栋的住户，在办理完超期过渡费结

算后，请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起持有效证件（身份证

原件、拆迁协议、住建部门出具的结算通知书）到“君

临天下” 现场办理房屋移交手续。

办理时间：上午： 9：00-12：00�

�������������������������下午：13：00-16：30

��������特此通知

云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 0 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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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新闻报刊发行物流有限公司

报纸投递外包服务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贵阳新闻报刊发行物流有限公司报纸

投递外包服务项目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组

织采购。 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

一 、 项 目 编 号 ：

GMG-FX-20191108-01

��������二、项目名称：贵阳新闻报刊发行物流

有限公司报纸投递外包服务项目

三、项目内容：

1. 全年的报纸投递， 投递线路为 10

条，投递的站点约 400 个。

2.投递的范围以贵阳市为主，兼含地

州线路。

3.投递要求：每日凌晨一点须抵达位

于贵阳市沙文的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印务中

心， 并在报纸完成印刷后第一时间运送投

递。 报纸上车出发后原则上市内每条线路

必须在 2 小时完成， 省内线路必须在 4 小

时完成。

4.服务期：2 年

5.招标控制价：报纸 0.027 元 / 份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人。

2.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配送服务、

道路货物运输相关的服务内容。

3.能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4.注册资金在 50 万元以上。

5. 公司必须拥有 12 辆以上小型面包

车或小型箱式货车， 且持有贵阳市两城区

通行证。

6. 公司至少拥有 12 名持有 C1 或 B2

的驾驶执照的驾驶员。

7.近三年内无重大交通事故。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项目不

能分包、转包。

五、其它说明

1. 送报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违章、

交通事故由承包方负责。

2.如中标后，中标单位需交纳 10 万元

风险保证金。

六、报名时间、地点及要求

1. 报名时间：2019 年 11 月 12 日———

2019 年 11 月 15 日 （每天上午 9:00—12:

00，下午 14:00—17:00）

2.报名地点：贵阳市云岩区中山东路

25 号报业大厦 19 楼招标办。（只接受现场

报名）

3.联系电话：0851-85813911

��������4.报名资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2）提供 12 辆车的《机动车登记证

书》的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3）法人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及

法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

（4）交警部门出具的近三年内无重大

交通事故的证明；

七、磋商文件领取：报名资料审核后免

费领取

贵阳新闻报刊发行物流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11 日

本报讯 2019 贵州环雷公山超

100公里国际马拉松赛将于 11月 15

日至 17日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举行。

昨日，记者从贵州省体育局获悉，

本届马拉松赛赛程总长 105.4875 公

里， 由凯里、 雷山和丹寨三站组成，3

天 3地 3场比赛， 是国内首个由国家

体育总局批准的多日、 超长距离马拉

松比赛，更是目前国内唯一 一个多地

点、多赛段、三日赛程的超长马拉松跑

国际挑战赛。整个赛事总共设置了男、

女超 100公里三日赛，男、女单日赛及

迷你马拉松、家庭欢乐跑等项目。

环雷公山超 100 公里国际马拉

松赛举办至今，始终兼具竞赛挑战与

文化探秘特色。 参赛者在比赛的同

时，还可以领略到黔东南绝妙的山水

风光和风土人情。

在黔东南州这个自然风光无限、

民族风情浓郁的地方跑马拉松，跑者

将充分体验到“在奔跑中呼吸风景，

在超越中释放激情” 的快感，亲身感

受到黔东南州“公园之省” 、“百节之

乡” 、“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的

多彩民族文化。

赛事举办地———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十分

适合马拉松、户外运动、山地越野等

极限运动。 沿途始终青山绿水相伴，

更有苗族鼓楼、侗族风雨桥等少数民

族建筑景观相随，尤其是云端上的避

暑天堂———丹寨，特色十足。 它是一

个以苗族为主， 多民族共同聚居的

县， 是少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富集

地。这里汇集了苗族蜡染、古法造纸、

苗族锦鸡舞、贾、苗族苗年、苗族服

饰、苗族芒筒芦笙祭祀乐舞等 7个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外，苗族古

瓢琴舞、翻鼓节、苗族历法、苗族百鸟

衣、苗族芦笙词、四滴水芦笙制作技

艺、苗族婚俗、苗族丧葬习俗等 16项

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贵州

省体育局主办，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旅

游局、凯里市人民政府、雷山县人民

政府、丹寨县人民政府承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雄增）

本报讯 昨日， 来自贵阳城发集

团的消息，目前人民大道南段建设正

有序推进中，截至目前已完成整体形

象进度近 80%。其中节点工程筑城广

场大桥形状已初见雏形。

据筑城广场大桥项目总工孙

全武介绍，目前筑城广场大桥的施

工已完成近 90%。 为确保施工进

度，全天 24 小时轮班工作。 桥梁建

设采用抛物线轻型斜跨无铰拱，结

合双层小半径曲线钢桁梁结构，先

后两次跨越南明河。 同时筑城广场

大桥项目跨河段位于地铁 1 号线

上方，总体来说施工难度较大。

截至目前，人民大道南段项目路

基土石方开挖已完成约 93%，桥梁工

程总体形象进度完成 76%，其中桩基

完成 100%、承台完成 99.3%、墩柱完

成 98.2%、盖梁完成 96.9%、框架桥完

成 85.9%、钢桁梁安装完成 87.2%、围

护桩全部完成。 管网工程完成 4.3%。

据介绍， 人民大道南段北起都

司路，跨南明河、穿越瑞金路、再次

跨越南明河、穿越解放路、跨中环路

（朝阳洞路），最后以匝道形式接花

溪大道。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人民大道南段 建得咋样了？

筑城广场大桥见雏形

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近 80%，其中节点工程筑城广场大桥见雏形

环雷公山国际马拉松赛明日鸣枪

赛程总长105.4875公里，由凯里、雷山和丹寨三站组成

■新闻速递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州省市

场监管局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我省新增注册商标 4.9 万件，

有效注册商标突破 20万件。

2019 年我省新增注册商标 4.9

万件，有效注册商标已突破 20万件，

其中农产品商标 4.8万件。 据不完全

统计， 涉及十二大产业的农产品商

标共 44033件，分别为茶叶类 19836

件，竹制品及茶油商标 3484件，新鲜

蔬果、食用菌、辣椒类 10839件，药类

4946件、生态牧渔业类 4928件。 新

增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5 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累计达 98件。

目前， 我省驰名商标累计达到

63 件，其中与十二大产业相关的驰

名商标 16 件，占我省驰名商标总数

的 25.4%，主要集中在茶叶类 7 件，

药类 9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今年我省新增

注册商标4.9万件

本报讯 昨日，贵阳市白云区都

溪林场内燃起熊熊烈火， 火势顺着

风向迅速蔓延，现场浓烟笼罩，过火

面积高达 30 亩、 受害面积 10 亩左

右。接警后，数百名森林消防员扛着

脉冲水枪、 风力灭火机等专业灭火

设备冲入火场， 分赴三个着火点扑

灭明火……这是贵阳市 2019 年森

林防火应急演练的现场一幕。

当天 12 时，演练正式开始。 白

云区都溪林场报告: 林场大草坪附

近发生森林 “火情” ， 由于风力较

大，火势发展十分迅猛。 接报后，白

云区森林消防队、 人民武装部和消

防救援大队成立两个救援小组前往

火场扑救，并向市森防办请求增援。

整个演练持续约 1 个小时， 将现场

指挥调度、后勤供应、通信保障、人

员救护、火场清理等环节一 一进行

了演示。 （石照昌 张海涛 罗林）

贵阳开展

森林防火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