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活动资料照片

本期主题：2020 年贵州高考数据

解读及高考志愿填报策略（具体内容

以主讲人课件为准）

讲座时间：1月 10日(星期日)14：

30-16:30

� � � � 主讲嘉宾：高强（本报高考志愿

咨询特聘顾问、新高考生涯规划联盟

专家委员会成员、 中国教育电视台

《考大学 选好专业》编委之一、贵州

经广台《高校招生面对面》栏目制片

人等）

讲座地点：贵阳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 (中山东路 25 号报业大厦 23

楼)

� � � �预约名额：40人

预约电话：0851-8227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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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7 日，记者从铁路

部门获悉， 今年春运贵州铁路首批

加开的 3 对（往返 6 趟）长途跨省

普速列车已经确定， 广大旅客可通

过车站窗口、12306 官网 （含手机

APP）等 6种官方渠道预购车票。

据介绍， 增开的 6 趟普铁列车

分别为贵阳往返宁波、上海和杭州。

具体加开日期、车次和运行时刻为：

1月 26日至 2月 7日， 贵阳 -

宁波加开 K4652/3 次， 贵阳 18:00

开，宁波（第三日）00:38 到，历时

30小时 38分钟；

1月 28日至 2月 9日， 宁波 -

贵阳加开 K4654/1 次， 宁波 2:40

开，贵阳（第二日）8:35 到，历时 29

小时 55分钟；

1 月 26 日、29 日，2 月 1 日、4

日、7 日，贵阳 - 上海南加开 K4178

次， 贵阳 12:00 开， 上海南 （第二

日）22:40到，历时 34小时 40分钟；

1 月 28 日至 2 月 10 日， 上海

南 - 贵阳加开 K4177 次，上海南 0:

10 开，贵阳（第二日）4:33 到，历时

28小时 23分钟；

1月 26日至 2月 8日， 贵阳 -

杭州加开 K4620 次，贵阳 16:00 开，

杭州（第二日）22:10 到，历时 30 小

时 10分钟；

1月 28日至 2月 10日，杭州 -

贵阳加开 K4619 次， 杭州 0:03 开，

贵阳（第二日）3:09 到，历时 27 小

时零 6分钟。 （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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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贵阳市 2021 年 1 月 14 日—1 月 15 日将对以下线

路进行计划检修停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表

示深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南方电网贵州贵阳供电局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1月 14日

09:30-18:00

10千伏关灵线统计局、宅吉路 II

盐务街、宅吉路部分区域

两

城

区

域

1月 15日

09:30-20:00

10千伏桥圣线 0222#开关

中坝路、三桥新村部分区域，省公

路公司宿舍

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

厅，高价收购各年代各种类型茅台酒。 年代越久，酒的

价格也会成倍增涨，价格很可能超出了您的想象。 我们

在与市民的交流当中也发现很多市民为了能将一瓶酒

好好的保存到现在也是花不少心思， 小心翼翼的保管

生怕出了问题。 面对这样比较多的实例我们收藏馆有

责任来保护每一瓶老酒，保证不能让存酒的市民吃亏，

同时也拿出了足够的诚意，再次提高价格收购。

各类老酒价格上涨 市民变现需求增加

今年老酒市场出现新的迹象， 平时看不起眼的各

类老酒，价格出现很大程度上涨，尤其是董酒、习酒，这

在近些年还是首次。 因此，许多市民利用此次机遇抓紧

将各类老酒变现。

收藏馆在向市民继续收购新老茅台酒、年份酒、生

肖酒的同时，提高价格收购董酒、习酒、怀酒、黔春、习

水大曲、鸭溪窖酒、湄窖、平坝窖酒、安酒、珍酒等贵州

名酒，以及五粮液、郎酒、全兴大曲、泸州老窖、剑南春

酒、洋河大曲、西凤、古井贡酒、汾酒等各类名酒。 价格

高不高来过的都说好。

同时还可以收藏交流老的护骨酒、 老的安宫牛黄

丸、老的片仔癀、冬虫夏草，海参、鱼翅等高档礼品。

地址：枣山路 95号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

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 13765833586

广告

北京茅台收藏馆高价收购陈年茅台酒、贵州地方名酒

本报讯 1月 7日来自贵阳市交

委的消息， 贵阳市轨道 2 号线公交

接驳需求调查正式启动。

据悉， 贵阳市轨道 2 号线已全

线开通试运行， 预计今年上半年实

现初期运营。2号线从北往南站点主

要经过白云区 -观山湖区 -三马片

区 - 云岩区 - 南明区 - 双龙航空

港经济区。 为了加强常规公交与轨

道站点的接驳， 使贵阳轨道 2 号线

更好地为市民服务， 特向市民征求

公交接驳需求意见建议。 市民可以

通过扫描二维码，填写问卷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 所填写的内容

仅用于优化 2 号线接驳公交线路方

案，不做其他用途，不会泄露填写人

员的任何相关信息。 可根据市民和

其家庭成员 （包含学生及老年人）

的需求完成调查问卷， 可以根据人

员情况多次填写。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贵阳市轨道 2 号线公交接驳需求调查启动———

公交地铁咋接驳 请市民提意见

本报讯 1月 7日， 记者从贵阳

市医疗保障局获悉， 为让灵活就业

人员便利地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相关业务， 贵阳市医疗保障局

在微信小程序“数智贵阳” 上线了

灵活就业人员新参保、停保、续保等

功能模块， 有效解决了业务必须到

业务大厅现场办理、 经办业务等待

时间长等问题。

以前贵阳市灵活就业人员必

须到医保经办服务大厅现场办理

新参保、停保、续保业务，耗时耗

力，对市民来说不是很方便。 为此，

贵阳市医疗保障局结合正在实施

的医疗保险信息化建设工作，在微

信小程序“数智贵阳” 上开发出相

应功能模块，此举将惠及贵阳市 22

万灵活就业人员。

据介绍，今后贵阳市灵活就业

人员通过 “数智贵阳” 微信小程

序，就能完成办理新参保、停保、续

保等业务。

接下来， 贵阳市医疗保障局

将收集群众反馈的问题和使用建

议，并及时做好回应，不断完善相

关功能和用户体验， 更好地服务

群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本报讯 1 月 7 日，记者从贵阳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获悉，因征地拆

迁等原因，贵阳市 10个机动车驾驶

人考试考场于当日起暂停使用。

据了解， 暂停使用考场有佳德

驾校科目二考场、 黔运畅通驾校科

目二考场、路路达驾校（白云区）科

目二考场、全林驾校科目二考场、联

众顺云驾校（乌当区）科目二考场、

铁二局驾校（乌当区洛湾）科目二

考场、贵龙驾校（修文县）科目二考

场、铁二局驾校（息烽县）科目二考

场、万里圣驾校（工商学院）科目二

考场、铁二局驾校（乌当区洛湾）科

目三考场。

交警提醒， 请考试学员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 选择其他考场

预约考试。 （李强）

本报讯 近日，随着 2021 年普

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的举

行，本年度的高等院校招生考录工

作将陆续展开，部分院校已入黔展

开招生宣传。为服务广大高考考生

及家长，由本报主办的“高考公益

讲堂活动” 将于本周日举办本年

度首场讲座，敬请家长报名参与。

每年都有部分考生因为志愿填

报的失误，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

高考公益讲堂活动举办的目的，旨

在为家长提供充足的高校信息，协

助家长与考生共同规划高考志愿与

生涯规划，在正式填报时做到“心

中有数” 。 高考公益讲堂始办于

2017年，迄今为止已累计举办各类

公益讲座 70余场，邀请上百所高校

招办负责老师到场为贵阳的考生讲

解招录政策、推介招生信息。活动也

因为公益性、 专业性获得家长的普

遍认可。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活

动须报名预约，敬请参会家长全程

佩戴口罩，并配合工作人员的防疫

工作要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专业指导 助力高考生涯规划

2021年度本报高考公益讲堂本周日启动

微信小程序“数智贵阳” 新开通相关功能模块

22万灵活就业人员 微信就能办医保业务

扫

二

维

码

可

了

解

相

关

内

容

贵阳10个

驾驶人考场停用

预约考试需就近选择

其他考场

今年贵州铁路春运———

首批加开6趟

跨省普速列车

本报综合消息 据贵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官网信息显示，白云区

市场监管局接到辖区企业反映，某

网络团购平台通过补贴低价倾销

其商品，扰乱了市场，导致其产品

积压、销售受阻。 白云区市场监管

局对某网络团购平台通过补贴低

价倾销其商品一事展开了执法和

约谈。

经核查，该网络团购平台上所

售卖的某品牌无气苏打水饮品确

实存在低于市场价销售情况。 同时

在仓储现场，执法人员发现了“某

品牌无气苏打水饮品” 541 件共

12984 瓶，其中 182 件 4368 瓶产品

的外包装纸箱上所标注产品批号

标识不完整。 现场随机抽查发现，

箱内的单瓶饮品包装瓶上瓶身喷

码的批号标识也不完整，疑被人为

破坏，以上情况容易导致消费者购

买标签标识不全的预包装食品，且

食品经营者对产品批号标识不完

整的预包装食品无法正常开展溯

源。 白云区市场监管局及龙里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立即对涉

及的批号标识不完整的商品就地

封存，确保不流入市场，并对该团

购平台有关进货查验台账、进货票

据及产品合格检验报告等溯源材

料进行核查。

近期， 白云区市场监管局对该

团购平台区域负责人及仓储负责人

进行了约谈， 督促其严格遵守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社区团购经营行

为的“九个不得” 要求，严格规范经

营行为， 不得破坏售卖商品包装的

完整性， 不得滥用自主定价权将平

台售卖商品远低于市场价进行销

售， 破坏该商品涉及生产厂商及经

销商的正常市场流通秩序， 除依法

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

压商品等商品外， 严禁以排挤竞争

对手或独占市场为目的， 以低于成

本的价格倾销商品。

对该网络平台涉嫌的低于成本

价销售行为和食品包装标识不完整

等违法违规行为， 白云区市场监管

局正在进一步开展深入调查。

涉嫌违规行为

某网络团购平台被贵阳市场监管部门约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