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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
—

我省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提至III级
本报讯 根据最新气象观测资
料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贵州省气
象局决定于 9 月 15 日 16:00 将气
象灾害（暴雨）IV 级应急响应调整
为 III 级。
应急响应提升后，省气象局应
急办、减灾处、观网处、预报处，气
象台、信息中心、大探中心、气象服
务中心、 事务财务中心和安顺市、

六盘水市、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
南州气象局应立即进入Ⅲ级应急
响应状态。 其他市州气象局可根据
天气形势研判维持或调整相应应
急响应级别。
据最新气象资料显示，15 日夜
间到 16 日白天， 遵义市东南部、铜
仁市、贵阳市、毕节市中南部、六盘
水市、安顺市、黔西南州北部和东

部、黔南州西部和北部、黔东南州北
部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部分乡
镇有大暴雨；16 日夜间到 17 日白
天，省的中部以东、以南地区（都
匀、凯里、罗甸等地）有大雨，望谟、
都匀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大暴雨；
17 日夜间到 18 日白天， 省的东部
及南部地区阵雨转阴天间多云，其
余地区阴天转多云。

贵阳市未来两日仍有暴雨天
气， 具体预报为：9 月 15 日夜间到
16 日白天， 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南
部局地暴雨， 气温 17～21℃；16 日
夜间到 17 日白天，阴天有大雨到暴
雨， 西部局地大暴雨， 气温 17～
20℃；17 日夜间到 18 日白天，阵雨
转阴天，气温 15～19℃。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安顺一客车在积水中熄火

消防员用皮划艇
转移16名乘客

■相关新闻

地灾风险预警
范围再扩大
82个县市区纳入预警范围
本报讯 昨日， 我省发布未来
24 小时大范围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预报，全省共有 82 个县（市、
区）纳入黄色及以上预警范围。 这
是今年入汛以来预警范围最广、强
度最大的一次。
具体预警预报内容为（9 月 15
日 20 时 -9 月 16 日 20 时)：
1、红色预警（即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很高） 共 3 个区 （特区）：六
枝、平坝、西秀。
2、橙色预警（即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高）共 65 个 县（市 、 区 ）： 云
岩、南明、观山湖、花溪、白云、乌当、
清镇、修文、息烽、开阳、红花岗、汇
川、播州、桐梓、绥阳、正安、道真、务
川、凤冈、湄潭、余庆、仁怀、习水、赤
水、碧江、万山、玉屏、石阡、江口、印
江、思南、德江、沿河、松桃、兴义、兴
仁、贞丰、普安、安龙、睛隆、望谟、册
亨、钟山、水城、盘州、普定、镇宁、关
岭、紫云、威宁、纳雍、织金、黔西、岑
巩、施秉、镇远、黄平、丹寨、长顺、福
泉、贵定、惠水、龙里、瓮安、平塘。
3、黄色预警，即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较高，共 14 个县（市）：大方、
金沙、麻江、三穗、台江、剑河、雷山、
天柱、凯里、都匀、罗甸、独山、三都、
荔波。
（曾秦）

市民添衣打伞出行

贵阳莫非已“
入冬”？ 专家表示
“
还早”
近几日，贵阳降雨不断，气温
有所下降，让出行的市民都换上了
厚厚的外套，有市民直呼“贵阳开
启入冬模式” 。不过气象专家表示，
贵阳要达到入冬的标准为时尚早。
“手机天气软件上显示贵阳
最低气温为 15℃， 但是感觉比较
冷，就像到了冬天。 ” 有市民感觉
体感气温远低于 15℃。
对此，气象专家表示，按照气

象学上入冬的标准， 日平均气温
连续 5 天低于 10℃才算是进入气
象意义上的冬天， 这几天日最高
气温仍在 20℃左右，贵阳离“入
冬” 还早。
同时，体感冷不冷不能只看温
度，湿度、风速和日照对人的体感
温度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湿度方
面，贵州夜雨比较多，全省森林覆
盖率达到 58.5%，对保持水气有很

好的作用。 “
假如北京昨天的温度
和贵阳的一样，那贵阳市民的体感
温度会比北京市民低得多，因为贵
阳的湿度更大。 ” 专家说。
此外，市民感觉较冷是由于近
段时间“
气温反差” 较大。 9 月初，
贵阳日最高气温还在 32℃左右，
到了 9 月 7 日， 气温突然下降，市
民感觉冷也属正常。
■张晨 文 / 图

本报讯 9 月 14 日 10 时许， 安顺
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东段安顺九中门
口，一辆载客中巴车因路段积水熄火，
车内 16 名乘客无法转移， 急需救援。
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赶赴现
场进行处置。
消防指战员抵达现场后， 发现因
近日持续降雨， 导致黄果树大街东段
道路严重积水，积水最深处达 1 米。 一
辆中巴车行经此路段时， 在道路中央
熄火，无法移动。 此时还下着雨，路上
水位持续上涨， 而中巴车离安全位置
还有约 300 米左右的距离。
根据现场情况， 消防指战员立即
组成救援小组，带救生皮划艇、专用救
生衣、救援绳索等装备器材，前往中巴
所在位置。
为确保安全， 消防指战员帮助车
内乘客穿好救生衣，以腿为桥，分批次
将乘客转移到皮划艇上。 随后，消防指
战员化身“纤夫” ，利用推拉等方式，
经过 1 个多小时的救援， 成功将车上
16 名被困乘客转移至安全区域。
据了解， 车上乘客均是外地来黔
游客。 因连日降雨导致内涝，道路积水
过深漫过车身， 洪水倒灌使车辆熄火
无法行驶，车上乘客无法自行逃离，便
报警求助。
（张鹏 陈林）

喷水池贵阳饭店 28 楼：

贵阳北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停水公告

抛售老酒“鼠” 这价优
春节结束有一段时间了，为了响应国家复工复产
的号召， 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收藏家孙建春先生，
正式复工，并推出“抛售老酒‘鼠’ 这价优” 活动，凡是
来他这卖酒的市民，保证贵阳市更优收购价格，只要来
收藏馆成交的朋友，就送 100 元交通费。
孙建春先生介绍，近期海内外股市暴跌，股民纷
纷斩仓，老酒收藏也遭遇寒流，抛售老酒变现成市场主
流，贵阳不少市民纷纷出手家中老酒。 公司顶着风险，
筹措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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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贵州茅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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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还收购十七大名酒，包括新老五粮液、

出租
贵州金融城
临街旺铺多间，面积 120-200M2

中山东路中东派出所旁商铺
面积 20M2

保利温泉新城 11-14 幢负 4 层商铺
面积 105M2

会展中心风情商业街 9 号商铺
面积约 185M2

广告

电话：0851-85871039
18085157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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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水原因
停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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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水区域
受影响区域

温馨提示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更是
传承酒文化，结交好友。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们，可以

2020 年 9 月 17 日(星期四）早上 9:00 至晚上 24:00
石林东、西路沿线、云潭南路沿线（女子护理学院、奥体中心等）、金清大道、
惠源路（万科新都荟等）、金阳南路（兴筑路至世纪城）、茶园村等及周边相邻路段
除上述停水区域，其余观山湖区各路段供水压力将受影响
由于现场施工条件复杂，停水范围较大，恢复供水有可能延时，请相关区域的

浅。 其他有喜欢老酒的朋友， 不妨来一起卖老酒交朋
友，规避酒市下行风险。

为配合观山湖区七号路道路建设，需对供水主干管进行迁改施工

用户提前做好蓄水准备。 在此期间我司将积极组织技术力量，确保按时通水，如提
前通水，恕不另行通知。 停水期间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供水服务热线：
96015

来贵阳饭店 28 楼老酒收藏馆，他将与大家品老酒吃美

贵阳北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食，分享其十多年品酒鉴酒经验。

2020 年 9 月 16 日

联系电话 18685000755 0851-85666888
广告

关于南明区黑臭水体整治施工
期间调整交通组织的通告
南明区黑臭水体整治工程将于 2020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8 日进行施工。 为确保施工顺利进行和道
路交通安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相关规定，施工期间将对玉溪路部分路段交通
组织进行调整，现将具体事宜通告如下：
一、玉溪路与朝阳洞路连接的两条通道将调整为
单向通行：玉田广场路段仅允许从朝阳洞路往玉溪路
方向通行；后巢乡派出所路段仅允许从玉溪路往朝阳
洞路方向通行。
二、玉溪路原单行环线保持逆时针方向通行。
三、取消玉溪路（玉田广场段）占道停车泊位，禁
止车辆停放。
四、沙冲路、大理石路将占用一条车行道进行施
工。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施工进度调整交通组
织，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2020 年 9 月 11 日

关于冒用武汉和纵盛地产有限公司名义
开展相关业务的声明
近期,在贵阳市南明河壹号项目推进过程
中，我司发现存在个人或单位冒用武汉和纵盛
地产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展南明河壹号项目有
关的业务活动，为澄清事实，保障南明河壹号
项目参建单位的合法权益，避免有关个人或单
位遭受损失，我司在此郑重声明：
一、我司严格按照招投标法及实施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公平、公开、公正”
的原则选择合作单位。
二、我司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私下开
展南明河壹号项目有关工程、 业务的承包、承
揽活动。
三、凡用盗刻、盗用的武汉和纵盛地产有
限公司公章与任何单位或机构、个人签署的委
托或合同、协议等，我司均不知情，与我司无
关，我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请有关个人或单

位仔细辨别，谨防被骗。
四、 对于我司发现的个人或单位盗刻、盗
用公司公章、法人章，冒用我司名义委托外部
单位、个人进行工程分包、业务承揽活动的非
法行为，我司将依法追究有关个人、单位的法
律责任。
希望南明河壹号项目有关的单位、个人不
要轻信非正规渠道、非法的信息，切实维护自
身利益。同时，希望有关的单位、个人向我司及
公安机关提供冒用武汉和纵盛地产有限公司
的名义非法开展南明河壹号项目有关业务活
动的违法线索，坚决维护合法权益。
特此声明。
武汉和纵盛地产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