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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中一块“
钉子板” 行人很受伤
富水南路一施工单位表示对此负责，及时排除隐患并承担伤者治疗费
本报讯 “我听到走在前面的
那个小姑娘突然惨叫了一声，我赶
忙往后挪了一步，但右脚还是没躲
得过。 ” 11 月 12 日晚上 8 时许，刚
刚吃过寿宴的李女士与丈夫走在
富水南路上，不料被路面上的大钉
子戳伤。
李女士说，她第一时间还没反
应过来， 自己的脚就被钉子戳伤
了，只是感觉脚底板麻麻的，又感
觉湿乎乎的。 李女士的丈夫马上把
她扶到了边上，又去问前面那个女
孩怎么样了， 那个女孩流着眼泪
说，路上有大钉子！
李女士这才感觉到一阵疼痛
袭来，把鞋袜脱掉一看，她的脚已
经流了很多血。
原来，人行道中间放着一块木
板，而木板上钉着 9 颗钉子，这些
钉子又尖又粗又长，全都朝上竖立
着。 由于夜间视线不好，木板的颜
色与地面颜色接近， 行人很难辨
认。
“我们还在看脚上的伤，突然

“
老赖” 机场接人
法官闻讯赶到
被控制后,这名“老赖” 如
数归还了欠款
人行道上竖起的钉子
又走来个男的，走得很快，我们喊
都没喊住。 ” 李女士说，那名男子脚
掌也被戳伤了，随后李女士与男子
急忙去社区医院打了破伤风。 “我
昨天穿的皮靴， 还好鞋底有点厚，
那钉子才没有戳穿我的脚背。 ”
13 日上午， 记者来到事发地
点， 看到那块钉着钉子的木板仍
在，但已经被人挪到旁边的树干上
靠着，以免再伤到行人。

在该路段经商的一位先生告
诉记者， 这木板上钉的是水泥
钉，这条道路的人行道最近在施
工，这种钉了水泥钉的木板随处
可见。
“
我很生气，为什么在人行道上
摆这个？ 如果周边摆放了安全提示
牌，那我也认了。 ” 李女士表示，事
发后她一直在找施工方，希望对方
能给自己一个说法。

市民受伤
11 月 13 日中午 12 时许，经过
多方联系，人行道施工方工作人员
找到李女士， 表示会对这件事负
责，李女士的相关治疗费用他们会
承担。 对于人行道及道路上的水泥
钉，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
对工人进行了教育，并责令尽快排
查，看是否还有水泥钉等其他危险
物品未处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货车突然起火 消防跨省救援
事发杭瑞高速北盘江大桥；未造成人员伤亡
本报讯 11 月 12 日， 在世界第
一高桥杭瑞高速北盘江大桥云南
省境内一端，一辆运载香蕉的大挂
车起火，六盘水消防接报后，派救
援队伍跨省增援。
当日 18 时 51 分 45 秒，六盘水
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
警，称杭瑞高速北盘江大桥上一车
辆起火，急需消防救援。
18 时 52 分， 水城消防中队联
系到报警人，19 时 01 分，水城中队
联系到事故现场高速公路管理工
作人员，其反馈现场疑似一普化品
车发生燃烧，火势较大。

了解到这些信息后，水城中队
立即向大队、 支队指挥中心反馈，
并随时保持与高速公路管理方在
现场人员的联系，以了解事故现场
的情况。
19 时 50 分， 水城中队再次联
系高速公路管理工作人员，其反馈
事故现场大火已被先期赶到的云
南省曲靖消防扑灭。 不过，对方表
示，现场消防车的水量已经基本用
于扑灭明火，剩余水量已不满足冷
却用水，急需增援。
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于
19 时 52 分， 下 令 水 城 中 队 赶 赴

现场进行支援， 红桥大队、 水城
大队所辖专职队分别在就近高速
路口待命，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接到命令后，水城中队有序组
织车辆人员赶赴现场增援云南消
防。 20 时 27 分， 水城中队 3 车 14
人到达现场，立即给云南消防供水
并协助其对事故车辆轮胎、轮毂、车
体及车上香蕉进行冷却和浇灌，以
快速处置现场。 21 时 14 分，现场处
置完毕，交通恢复。
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原
因仍在调查中。
（谷霖庆 贵阳
日报融媒体记者 高松）

火灾现场

5天之内

贵州彩民中取两注千万大奖
本报讯 11 月 6 日和 11 月 11
日 5 天时间之内，贵州黔南州一彩
民和遵义 8 名彩民 （合伙买彩票）
分别中取体彩大乐透 1000 万元大
奖。 11 月 13 日上午，中奖者们现身
领走大奖。
来自独山县的张先生，在 11 月
6 日花了 10 块钱随机买了 5 注大

■新闻速递

乐透单式彩票，其中一注就中了一
等奖，奖金 1000 万元。张先生表示：
“我买彩票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每
期都是随机购买，图的就是买个希
望，这次大奖来得太突然，太激动，
还未决定如何使用奖金呢！ ”
另外一注 1000 万大奖中奖者
是 8 名彩民， 他们均来自贵州遵义

迁坟公告
因贵阳铁路枢纽都拉营新建货运站专线项
目建设， 涉及到白云区都拉乡都溪村马夫田组
（小松山）、都拉村（何家山）地段的坟墓需迁
移。 望各坟主见公告后到所在的村委会办理坟
墓迁移手续， 并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前迁移完
毕。 逾期将委托所在的村委会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都溪村：王泽成 13984021201
都拉村：王道国 13984026078
区铁建办：李代臣 18085005168
贵阳市白云区铁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3 日

市南北镇。 8 个人都是资深彩民，平
常大家喜欢凑钱买彩票，
中奖的彩票是在 11 月 11 日购
买的， 当时 8 个人每人想出一个号
码， 合力买了一注 8+2 复式大乐透
彩票，总共花了 112 元，这注复式票
中奖总奖金 1005 万元。
领奖代表杨先生说：“之所以

大家合力购买彩票，是因为人多力
量大，通过买彩票也增加彩民间的
友谊。 ”
领走大奖后，彩民张先生向贵
州体育发展基金会捐款 5 万元，彩
民杨先生等 8 人向贵州省体育发展
基金会捐款 1 万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关于宇虹·万花城一期办理
《不动产权证书》的通知
尊敬的宇虹·万花城一期业主：
我司开发的宇虹·万花城一期 A1~A3 栋
住宅正在集中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请尚未
办理的业主， 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携带相
关资料到宇虹·万花城二期营销中心登记办
理，详见我司公众号“宇虹万花城” 发出的关
于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相关通知。

贵州虹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14 日

“
老赖” 被擒
本报讯 日前，遵义市一名“老
赖” 在新舟机场接客人时，却被机场
派出所的民警先将他截住。 之后，该
男子被交给法院。 原来，这名男子因
欠人 40 万元保证金未退还，遭法院
强制执行。
这名男子冯某， 曾在遵义市新
蒲新区从事工程建设。 2018 年 6 月，
冯某在与人合伙建设工程中发生纠
纷，被对方告上法院。
红花岗区法院审理查明， 在新
蒲新区永乐镇通组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中，原告李某曾向冯某支付 40 万元
保证金，但冯某并未按约定退还。 法
院判决由被告冯某限期退还原告李
某保证金 40 万元。
一审宣判后， 冯某不服向遵义
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去年 10 月，
遵义市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判决生
效后， 冯某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
今年 6 月， 李某向红花岗区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期间，执行法官多
次联系、查找被执行人冯某，但他以
各种借口敷衍不见法官、不到法庭。
11月 8 日上午， 就在法院到处寻
找冯某时，申请人李某报告称：冯某正
在遵义新舟机场侯机大厅接客人。
当天，法官赶到机场，将冯某带
回法院。 但是，冯某仍拒不履行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 法院决定对其予
以拘留。
11 月 9 日，冯某家属来到法院，
向李某退还了 40 万元保证金，该案
最终成功执行完结。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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