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30 日下午， 一名因涉嫌非法捕

捞的犯罪嫌疑人将价值 1500 余元的鱼苗放流到

赫章县兴发乡板桥水库中，以此恢复生态。

据了解，2019 年 6 月， 兴发派出所在巡查过

程中查获一起非法捕捞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两

名，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某属未成年人。

考虑到张某属未成年人且社会危害性不大

等因素，对张某采取取保候审后，赫章县人民检察

院依法督促张某监护人购买鱼苗到板桥水库进行

放流。

7 月 30 日，在公安机关、检察院及当地政府

工作人员的监督及见证下， 张某及其监护人将价

值 1500余元的鱼苗放流到板桥水库中，以此恢复

生态环境。 （李进 张鹏）

2020�年8月1日 星期六

社会

5

编辑／版式 彭寻启 校对／孟瑜

本人朱天洪系贵州嘉业兴贸易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我公司是江苏红金顶织造有限公司

在贵州云雾酒店招投标中的授权服务商。

本人在与贵州云雾酒店的布草采购合

同供货过程中，没有按照我公司与江苏红金

顶织造有限公司的合作约定，供给云雾酒店

的产品使用了其他工厂的布草来替代，由此

给江苏红金顶织造有限公司、贵州云雾酒店

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后经江苏红金顶织

造有限公司相关领导的教育及批评，本人深

刻的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做了极其深

刻的自我检讨与反思。

经与江苏红金顶织造有限公司及贵州云

雾酒店相关领导沟通后，取得了谅解，在此由

衷的感谢，并发此声明诚恳道歉。 同时也保证

在以后的工作中严格遵守我公司与江苏红金

顶织造有限公司的合作约定，专注经销江苏红

金顶织造有限公司的品牌布草产品，服务好所

有合作的酒店客户，坚定维护红金顶品牌市场

形象。

感谢江苏红金顶织造有限公司、贵州云雾

酒店对我司及我本人批评教育与宽大处理。

再次郑重道歉

道歉声明

声明人：贵州嘉业兴贸易有限公司

朱天洪

2020年 7 月 31 日

寻亲启事

被弃儿童寻亲，女,左肩黑色胎记，单眼皮。

我叫王纳妹，39岁， 贵州省顶云乡木厂村公家冲

组人。 我与丈夫于 2017 年 4 月 2 号在关岭红岩

电站往关岭县城方向捡拾一个女婴，天气原因便

先将女婴抱回家，经过多方寻找一直未找到弃婴

父母，为以后生活方便，本人申请为其办理落户

手续，待找到亲生父母后，本人同意将孩子户口

注销。 联系电话：15718539352�联系人：王纳妹

近日，我品牌清镇区域多次接到广大健

身爱好者的咨询：清镇市高原明珠“加州游

泳健身俱乐部”（原凯林健身） 是否为本品

牌同一连锁门店？ 是否可以健身卡通用？ 现

就此问题，本品牌做如下声明：

1、高原明珠“加州游泳健身俱乐部” 与

本品牌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健身卡也不可能

到本品牌旗下任何门店通用。

2、 本品牌的连锁门店所有宣传推广及

文件材料均使用注册商标。

3、截止发稿日期，本品牌在清镇区域的

门店仅有：一店：东门桥黔城天街 A1 栋 4 楼

/ 二店：君悦国际 2 号楼 1 楼两个地址；其他

同名品牌一概非本品牌连锁门店。

4、 如果您发现除以上地址外有人冒用

此商标或者打着本品牌连锁店的名号进行

商业活动和非法宣传，请您保留好证据并立

即拨打有奖举报电话：0851-82535459。

清镇加州健身

特别声明

2020年 07月 31日

本报讯 7月 31 日，来自浙江大

学的科研团队，开始使用探地雷达，

对遵义海龙囤“老王宫” 遗址开展

探测。 据介绍，该探测类似于给病人

做“B 超” ，可在不发掘的情况下，

了解地下文物情况。

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囤上， 除了

“新王宫” 、关隘、道路等遗迹外，还

有“老王宫” 、“构树” 遗址。 其中，

“老王宫” 估测面积 2 万多平方米，

据载始建于南宋时期， 是海龙囤上

较早的大型核心建筑群， 后期疑被

用于囤积粮食等物资， 最终毁于明

末的平播战役。

近年来，考古人员曾多次对“老

王宫”进行调查。 上世纪 90 年代的

一次试掘，曾出土了砖、瓦残片、铠

甲片、残刀等。 但是，仅数平方米的

探勘，获得的资料有限，因此人们对

“老王宫”的认知十分有限。

已被植被覆盖的 “老王宫” 遗

址下， 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考古队决定

联合浙江大学科研团队，利用探地

雷达和磁力仪，对这一区域开展局

部调查。

据了解，这项技术的基本原理，

是使用探地雷达、磁力仪，对勘察区

域进行扫描、探测，根据获取的雷达

回波、不同物体地磁强度等，分析出

地下埋藏物的埋藏深度、规模、形状

和基本属性等。

“这好像是医生给病人做‘B

超’ ，但我们的探测仪器，可‘透视’

到地下 4米左右。”带队的浙江大学

副教授石战结说，这项技术的优势，

是可以在不进行发掘的情况下，快

速了解“老王宫” 探测区的地下埋

藏物状况，为后期的研究、保护等决

策提供依据。

据了解， 浙江大学的这个科研

团队，曾对包括新疆高昌故城、西域

都护府、西夏王陵、秦始皇陵等约 40

个遗址进行过探测，获得丰硕成果。

海龙囤“老王宫” 的探测工作，

具有一定难度。“我们每个探测点的

间距是 10 厘米，但植被太多，即便

砍掉灌木丛，其残存的根部，也常影

响探测设备的落点。 ”石战结说，为

了确保探测精确度， 团队只好不断

调整探测线路。

石战结透露， 目前已探测过的

区域中，有多处信号异常点。 初步分

析认为，信号异常点中，其中一处可

能是瓷器残片堆积。

据了解，本次对海龙囤“老王

宫” 的探测面积约为 1000 平方

米。 大约 20 天后， 科研团队将根

据探测数据，结合现场情况，对探

测区的地下文物埋藏规模、 形状

等形成报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黔华）

海龙囤“老王宫” 做个“B超”检查

科研团队通过探地雷达，在不发掘的情况下调查地下文物情况

本报讯 7月 29 日，花溪区人民

法院此前一审审理的被告人吴红葫

等九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

寻衅滋事罪一案， 经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至此，这一

打着“为村集体谋发展、为村民谋

福利” 幌子，却大肆实施犯罪行为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最终受到法律

严惩。

2016年 11 月，被告人吴红葫当

选为花溪区石板镇芦荻村村委会主

任， 随后， 其纠集该村村支书吴勇

军、村民小组长吴建明以及吴八三、

吴洪栋、吴正邦、吴铭、吴庭俊、吴洪

秋等同宗族村民， 以在贵阳市花溪

区石板镇芦荻村范围内施工的工程

单位及个人为侵害目标，以“不支持

芦荻村建设就不帮助协调工程在本

村施工相关事宜、 不同意芦荻村要

求就无法正常施工”等言语相要挟，

以堵断施工便道相威胁， 向承建工

程建设项目的企业、 个人强行索要

“赞助费” 、“协调费” ；以“为村集

体谋福利” 为由，强行入股砂厂；以

“占地补偿不到位，要求运输款一次

性结清”为由，对工程建设项目企业

多次实施挡工堵路，干扰施工。

据了解， 该组织先后在芦荻村

范围内组织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

易、寻衅滋事、伪造国家机关印章

等犯罪活动 12 起，非法获利 147 万

余元，其犯罪行为不仅对被害单位

及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造成

侵害，也通过多次堵工行为对正常

的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严重侵害，同

时，该组织对基层村组织权力的滥

用也严重损害了芦荻村当地的正

常社会风气及村支两委基层组织

的公信力。

花溪区法院高度重视该案的审

理，经过两天的庭审，合议庭在查明

上述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对被告

人吴红葫等九人分别作出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至二十五年不等的刑

罚，其中组织、领导者吴红葫被判处

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

五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

罚。 最终，贵阳中院二审维持一审判

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据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目前已进入攻坚期， 花溪区法院针

对管辖辖区大、 黑恶案件存量多的

特点，因案施策，对存量黑恶案件逐

案制定了审判方案， 明确了审判节

点及结案期限，保证案件清结按时，

保质完成， 并加大对涉黑恶案件的

违法财产追缴力度， 坚决实现黑财

清底，确保判决落到实处。 此外，针

对在黑恶案件审理中发现的行业管

理漏洞等， 区法院及时发出司法建

议书，并跟踪采纳办理情况，采纳率

为 100%。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佳艺）

花溪一村干部涉黑 二审获刑25年

本报讯 14岁少年患上高血压，

没想到 9 年后才发现是先天肾主动

脉狭窄在“作怪” 。 近日，这位小伙

在贵医附院移植科成功接受了自体

肾移植手术。 据悉，这也是我省首例

自体肾移植。

7月 31日， 在贵医附院移植科

病房， 记者见到了 23 岁的小帅，他

是贵州惠水县人。他说，自己是在 14

岁时，因为昏倒确诊了高血压，到现

在已有 9年多。“虽然一直服用降压

药，但找不到致病原因，血压最高时

能达 160-190（mmHg），只要稍稍

加大活动量，就会头晕甚至昏倒。 ”

三个月前， 他来到贵州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就诊。 医生揪

出了 “幕后元凶”———小帅的左肾

主动脉天生发育不好，非常狭窄，并

且血管造影提示狭窄的动脉远端还

形成一个动脉瘤，“这种情况基本可

以确定是由肾动脉狭窄引起的高血

压， 这种继发性高血压如果解决源

头，可以得到根治。”医生告诉小帅，

如果不积极治疗， 会因为高血压引

起系列的脏器损伤。 小帅和家人商

量后，选择了手术。

贵医附院移植科副主任牛玉林

介绍， 手术分为三步： 切下患者左

肾、切除狭窄的肾主动脉和动脉瘤、

从患者体内取一截动脉重建肾动脉

血管，再将肾接回去。“简单地说，就

是将左肾换个更适合的位置。”牛医

生说， 重建的血管动脉没有了狭窄

问题，动脉“打通” 后，血流通畅了，

高血压问题自然能得到根治。

经过讨论后， 贵医附院器官移

植科潘光辉教授带领十余名医护

人员组成的团队， 为小帅进行手

术。 “手术上午 9 点开始， 持续了

10 多个小时，每个医生平均高强度

工作 8 小时左右。 ” 牛玉林说。

成功手术后，小帅恢复良好，常

年高居不下的血压恢复正常。 目前，

小帅病情平稳， 已转入普通病房进

行常规治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新闻速递

小伙非法捕捞 被罚放流鱼苗

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

治疗高血压

小伙的肾被“挪窝”

贵州首例自体肾移植手术

在贵医附院完成

医生在做手术

科研团队在“老王宫”遗址上进行探测

“老王宫”地表残存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