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从 5 月 1 日起，六盘水

城区公交车票价也将彻底告别 1 元

时代，一律执行每人次 2元票价。

记者从六盘水市公共交通有限

公司获悉，自 2004 年起实行 1 元票

制以来， 虽然六盘水部分公交车票

价几年前已调至 2 元，但 6 路、8 路

等部分公交线仍执行 1 元票价，至

今已有 16年。

今年 4 月， 六盘水市中心城区

公交车已全部更换为新能源纯电动

公交车。随着城市的发展、公交线路

及车辆的增加， 运营成本也不断增

加。 为保证公交车的正常运转和持

续发展，经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发改

委、道路运输局等核定和批复，认定

六盘水今年 4 月上线的 261 辆纯电

动公交车属于中高档车辆， 从 5 月

1日起，对上述中高档公交车一律执

行每人次 2元票价。

据介绍，此次调价，涉及六盘水

6路、8路等公交车线路。 而除了 K1

路执行 3 元、 城区至月照飞机场执

行 15 元以外，5 月 1 日起， 六盘水

所有运营的公交车线路均涨到 2

元，彻底告别 1元时代。

（王家龙 高松）

六盘水公交票价

下月起执行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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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执行公告

我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针对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现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并公布如下，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敬请社会各界进行监督，对于发现下列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欢迎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局举报。 举报电话：0851--86614915。

特此公告

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2020年 4月 21日

被执行人：朱付良

身份证号：

350322196410100533�

执行案号：（2017）黔

0103 执 2024 号

未履行标的：38 万元

被执行人：丁淳

身份证号：

520103196809234017

执行案号：（2019）黔 0103

执恢 479 号

未履行标的：51.0415 万元

被执行人：傅方权

身份证号：

522502198111255234

执行案号：（2018）黔 0103

执 2327 号

未履行标的：180.9818 万元

被执行人：袁平

身份证号：

520111197608200093

执行案号：（2018）黔

0103 执 2324 号

未履行标的：90 万元

被执行人：祖大全

身份证号：

522427198307281030�

执行案号：（2019）黔

0103 执 3769 号

未履行标的：20.477 万元

被执行人：杨进

身份证号：

520103196711204039

执行案号：（2019）黔 0103

执 3190 号

未履行标的：90.0657 万元

被执行人：潘盛钞

身份证号：

522628196401134414

执行案号：（2018）黔

0103 执 1584 号

未履行标的：20.43 万元

被执行人：汤琳

身份证号：

510521198507051882

执行案号：（2018）黔 0103

执 1732 号

未履行标的：120.915 万元

被执行人：蒙兴燕

身份证号：

520201196603190429

执行案号：（2019）黔

0103 执恢 85 号

未履行标的：54.86 万

元及利息

被执行人：章淑萍

身份证号：

520103196810255624

执行案号：（2019）黔

0103 执恢 86 号

未履行标的：50.4139

万元及利息

被执行人：杨明学

身份证号：

522526196609012610

执行案号：（2019）黔

0103 执恢 90 号

未履行标的：13.165 万

元及利息

被执行人：黄玲

身份证号：

520103198311154027

执行案号：（2017）黔

0103 执 1434 号

未履行标的：19.3 万元

被执行人：殷子杰

身份证号：

520102196009013412

执行案号：（2017）黔

0103 执 1434 号

未履行标的：19.3 万元

被执行人：谭钧

身份证号：

520103197411040436

执行案号：（2017）黔

0103 执 1278 号

未履行标的：3.4 万

被执行人：张佑平

身份证号：

433001196309131014

执行案号：（2017）黔

0103 执 1048 号

未履行标的：2 万元

被执行人：刘珈均

身份证号：

520103195610211219

执行案号：（2017）黔

0103 执 2387 号

未履行标的：16.2 万元

百名酿酒工 比赛上甄摘酒

仁怀市将举办职工技能大赛，贵阳晚报融媒体客户端 ZAKER贵阳将邀专家直播解说

本报讯 4月 21日起，仁怀市将

举办职工技能大赛，100多名酿酒工

人将以班组为单位， 比赛上甄摘酒

质量和水平。

在仁怀市，酿造一杯优质酱香白

酒，要经历数年、近千道工序，上甄摘

酒是其中关键的一道。 上甄摘酒，简

单说， 就是将酒醅送上酒甄蒸烤，通

过蒸馏方式获得白酒。这项看似简单

的工作，却直接影响到酒质、产量，也

是酿酒师傅的技艺精髓传承。“一甄

酒醅，能否多出 10来斤白酒，就要看

这道工序了。 ”一位专业人士说。

为了传承酱香白酒酿造工艺，

锤炼年轻工人队伍，仁怀市总工会、

仁怀市酒业协会决定举办上甄摘酒

大赛。 4 月 21 日至 23 日，160 多名

具备资格的工人，将以班组为单位，

参与角逐。

届时， 赛事主办方联合贵阳晚报

融媒体客户端 ZAKER贵阳， 将全程直

播赛事过程， 具体直播场次为： 第一

场，4月 21日 8：20；第二场，4月 22日

10：00； 第三场：4 月 23 日 10：00。

本次直播，陈孟强、向祖祥、曾

佐益、曹大明等酿酒专家，参与全程

解说或点评。 此外，金樽酒业、钓鱼

台酒业、君丰酒业，还提供了一批优

质酱香白酒， 用于每场直播过程中

抽奖。 每场直播，将投入 60 瓶酱香

白酒。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黔华）

本报讯 “才消停一段时间，现

在又开始停在人行道上， 直接把路

都堵死了。 ” 昨日上午，家住贵阳市

扶风花园的张先生反映， 扶风路 44

路公交站附近的人行道经常被车占

据，导致扶风花园、龙砚东山等小区

的上千居民要绕行。

张先生说，他们从 44 路车上下

来后，原本可以从人行道上回家，因

为车辆占了道， 他和小区居民不得

不从马路上走，很不方便。

“这个现象从去年起就存在了，

附近上千居民出行受影响。 ” 他说。

“一些司机把这里当成了‘停车

场’ ， 经常把车子横在人行道上，你

想走斑马线到对面， 要先沿着马路

走一截。”龙砚东山的一些小区居民

说，去年，他们就打市长热线反映了

这个情况，也向相关部门反映过，但

车辆占道问题， 一直没得到很好的

解决。

记者昨日在现场看到， 前往实

验三中方向的 44 路车站人行道上，

有 6 辆车横停在人行道上， 行人路

过，纷纷绕行。

“今年因特殊原因，孩子们还没

有上学，车辆违停的状况要好一些。

去年这个时候，每天放学，我和孙女

都要绕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 一

位老人说，有时候，一些司机甚至将

车停到了公交车站台的人行道上，

多的时候有 10余辆。

就此， 记者昨日联系云岩区黔

灵镇城管办，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将

安排人员前去查看并清理。

当日下午两时许， 黔灵镇城管

办 2 分队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联

系司机将车开走。

据称，这些违停的司机中，有前

来修车的，也有附近的居民，其中一

位司机还称，其已离开了贵阳。

据了解，此前，黔灵镇的城管队

员曾多次劝离过违停司机，不过，因

没有执法权， 他们不能对司机进行

处罚，效果不佳。

“今后，对这条路段，除派员巡

逻，及时沟通、劝离司机外，我们还

将携手交警部门，对此进行治理。 ”

城管办的工作人员表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贵阳市扶风路 44路公交站附近———

车辆横停人行道 上千居民绕行

车横人行道，行人无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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