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旅发大会迎旅发大会迎旅发大会 秀平塘美景秀平塘美景秀平塘美景
黔南日报社 中共平塘县委 平塘县人民政府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联办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社社 会会2017年7月31日 星期一责任编辑 胡萍 视觉编辑 张珍妮 邮箱 qnrbshshb@163.com

根据黔南州人民政府环境目标考核办公室《关于开展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报工作的通知》（黔南府环考
办字 [2006]5 号） 精神，现将 2017 年 7 月份全州十二县
（市）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予以公告。

黔南州环境保护局
2017年7月27日

公 告

2017年7月份全州十二县（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表
城市名称

都匀

福泉

龙里

惠水

荔波

独山

罗甸

三都

瓮安

贵定

长顺

平塘

水源地名称

茶园水库

黑塘桥

平堡河

岔河

猴子沟水库

渔梁江水库

程番

龙塘

荔波县水厂饮用水源

高岩水库

罗甸县饮水源

甲晒河水库

三都县饮用水源

水冲河水库

落马塘水库

梅花堰水库

朵云水库

水爬岩

打龙潭

转拐龙潭

龙洞

水质监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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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评价标准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 及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 Ⅲ类标
准，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 （试行）》规定：水
温、总氮、粪大肠菌群作为参考指标单独评价 （河流总氮
除外）。

李秀洪：
因你无故旷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依据《劳动合

同法》及公司规章制度，我单位研究决定解除与你签订的劳
动合同，因我单位通过各种途径均无法与你取得联系，无法
当面向你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现通过公告方式予以
送达，自发布公告之日起，请你本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到我单位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手续，如按期未到视为自
动解除劳动合同。

福泉供电局
2017年7月31日

公 告

本报讯 夏日炎炎，酷暑难当。7月29日，黔南
健康行业协会的爱心企业家们和贵州农兴农业有限
公司员工，来到武警黔南支队一大队都匀市中队为
部队官兵送凉爽，开展八一建军节的慰问活动。10
箱苹果、13个大西瓜、5台全自动洗衣机摆在军队大
院内，此外还有协会和企业家们分别送上的慰问
金，让部队官兵感受到了军民一家亲，感受了爱心
企业在夏日酷暑中带来的清凉。

在慰问活动现场，武警都匀市中队的领导与黔
南健康行业协会的爱心企业家，以及贵州农兴农业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队长徐超简要介
绍了中队的基本情况，并向 23家爱心企业颁发“拥
军先进单位”牌匾。都匀市中队 40余名官兵主要负
责都匀市看守所外围武装警戒，战士们实行一日生
活制度，全天 24小时，全年 365天无休，以确保任
何时候这里都有一支备勤力量。从早上 6 点 20 起
床，到晚上 12 点，官兵们的操课内容很多，队列、
擒敌、攀登、爬绳，此外还有站岗执勤、监狱外围
警戒的任务，可以说非常辛苦。对于这次企业家们
来中队慰问，徐超代表中队全体官兵感谢大家的关
心帮助，并欢迎他们今后再来作客，延续军民鱼水
情的优良传统。

黔南健康行业协会，是由我州旅游、养生、保
健以及医疗等领域的 30 多家公司组成的行业协会。
会长尹亚东说：“黔南健康行业协会每年都会慰问部
队官兵，用我们的话来说，唯有强军强国才有幸福
生活，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亲人，部队也是我们
的家，我们协会有几个就是退伍军人。他们为社会
和谐稳定站岗执勤，我们带着感谢来慰问，也算是
送上一份微薄的心意。今后，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
继续传递正能量，把每年的慰问活动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孟红）

爱心企业进军营
酷暑八月送清凉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7月
28日晚，龙里县举办主题为“刺梨花红军民亲·共建
双拥鱼水情”的文艺晚会。军民齐聚一堂,共叙军民鱼
水深情,共享文化大餐。

整场晚会分为 《忆往昔》、《看今朝》、《展未来》
三个篇章，以舞蹈、合唱、诗歌朗诵、拳技组合配套
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将官兵报国之志，军民鱼水之
情完美融合，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感情真挚，在八
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给奋战在工作训练一线的官兵们
和广大市民奉上一场艺术盛宴，也向广大市民展现了
官兵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晚会还对“拥军优属先进单位”、“拥政爱民先进
单位”、“拥军优属先进个人”、“拥政爱民先进个人”、

“复原退伍军人创业明星”进行颁奖。
（本报龙里记者站 潘希来 汪月明 摄影报道）

龙里举办建军九十周年文艺晚会

本报讯 7月 27日以来，瓮安经济开发区 （银盏镇） 先
后组织开展了退伍老兵座谈会和慰问驻地官兵等系列活动。

7 月 27 日，瓮安开发区 （银盏镇） 50 余名复员老军
人、参战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和部分开发区 （银盏镇） 领
导干部召开座谈会，共庆建军90周年，共商开发区（银盏
镇） 发展之策。与会的复员老军人、参战退役军人和优抚
对象纷纷表示，开发区 （银盏镇） 近年来各项民生福祉工
作贴近实际，惠民利民工程推进有序，并结合当前工作实
际，提出了很多可持续性、可操作性的建议，一致表示要
充分发扬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经济开发区 （银
盏镇）的发展带头示范、出谋划策。

7月 28日，瓮安开发区组队开展“八一”拥军慰问活
动，为驻地官兵送去了节日的慰问和最诚挚的祝福。慰问

期间，开发区 （银盏镇） 干部与驻地官兵详细交流，了解
部队官兵在执勤训练、学习生活中的有关情况，高度评价
武警、消防官兵在维护全县社会稳定和监所安全、抢险救
援、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
支持开发区 （银盏镇） 各项建设发展上发挥的军民共建作
用，对全体官兵锐意进取、竭诚奉献，为创建平安银盏做
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官兵们对开发区 （银盏镇） 一直
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表示将继续按照党的领导，
加强军民共建的力度，进一步鼓舞士气，鼓足干劲，以更
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更加细致的工作措施，为开发区 （银
盏镇）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刘龙均 杨柳）

瓮安经济开发区开展迎“八一”系列活动

甲茶瀑布 张清林 摄

本报讯 7月28日，贵州晶瑞环保清洁有限公司与都匀市城
管局、环卫站一起为120余名环卫工人送去夏日的清凉。

时下正值三伏天，当广大市民忙于避暑之时，在城市里总有
这么一群人，顶着炎炎烈日仍坚守自己的岗位，为城市的干净整
洁奉献自己的力量。7月 28日，天气异常的炎热。贵州晶瑞环
保清洁有限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先后来到都匀市灵智广场和绿荫
湖办事处，为公司 120余名在烈日下工作的环卫工人们送去斗
笠、西瓜和清凉油等夏季防暑物资。

今年 51岁的环卫工人罗阿姨说，这几天天气很热，中午也
要工作一天下来非常累，公司送来西瓜斗笠等东西，感到非常高
兴。而该公司董事长杨永安说，都匀的环境卫生就靠他们负责，
工作量大很辛苦，为他们送去纳凉物品，虽然东西不多，只为表
达公司对于员工的关爱，希望他们继续努力，把都匀环境卫生做
得更好，为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增光添彩。

据悉，贵州晶瑞环保清洁有限公司长期以来致力于关注与
改善环卫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其中为环卫工人集体过生日
已成为该公司每年的常规活动。

图为贵州晶瑞环保清洁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永安为环卫工人
送上纳凉物品。 （本报记者 袁鹏 实习生 陆宇摄影报道）

贵州晶瑞环保为环卫工人送去夏日清凉

本报讯 7月26日，武警黔南支队举行庆八一“卫士风
采”系列活动。

活动包括组织官兵收听收看《将改革进行到底》电视
专题片、慰问支队离退休老干部、举行“卫士劲旅”杯篮球
比赛、“卫士战歌”歌咏比赛等官兵喜闻乐见的文体活

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军营文化活动，进一步铸牢广
大官兵核心意识、激发战斗精神、提升打赢本领，以忠诚
履行职责使命，稳控属地安全稳定，高标准实现“两个确
保”的优异成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张海涛 本报记者 徐朦 摄影报道）

武警黔南支队举办“卫士风采”系列活动庆祝建军90周年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夏季严打整治专项行动，增强广大群
众自觉抵制非法枪爆物品的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日前，三都
县公安局将一批收缴的枪支刀具进行了集中销毁。

7月23日，三都县公安局组织治安大队、特巡警大队民警对
非法枪支和管制器具统一烧毁，随后又将枪管和管制刀具送到
废旧金属收购点进行切割锻压，保证彻底销毁。当天共销毁了
近年来全县公安机关开展缉枪治爆专项行动收缴的自制长管
火药枪20支，自制短枪50支，射钉枪10支，枪管21根，管制刀具
32把。 (张毅 本报三都记者站 吴欣 本报记者 杨彩霞)

三都县集中销毁一批收缴枪支刀具

表演表演《《铁血军魂铁血军魂》》

篮球赛，激励官兵团结拼搏。

唱响卫士战歌，砥砺卫士情怀。 “卫士战歌”歌咏比赛展现丰富多彩军营文化

本报讯 3月前，摩托车在自家楼下被盗。日前，车
主在三都县城区办事时无意中发现自己被盗的摩托车，
在向警方报警后，三都县公安局巡警大队及时出警追回
这辆被盗摩托车。

4月 18日凌晨 00时许，家住三都县三合街道办事处
李岩寨廉租房五号楼二单元杨先生将摩托车停放在楼
下。次日早上6时许取车发现摩托车被盗，被盗的摩托车
价值 3900元，杨先生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同时自己也没
放弃寻找摩托车。7月24日上午9时50分许，在城区都江
车站附近办事的杨先生无意中发现停在路边的一辆摩托
车与自己被盗的摩托车十分相似，有四个人在摩托车旁
边。为不打草惊蛇，杨先生一边暗中观察，一边拨打报
警电话。

不久，三都县公安局巡警大队民警赶来，此时，其
中一人见警车驶来停在旁边拔腿而逃，出警人员迅速出
击，成功将四人控制住。经核实，4名嫌疑人分别为蒙某
祘 （男，35岁）、蒙某电 （男，25岁）、蒙某夺 （男，26
岁）、蒙某巧（男，24岁），都是三都县周覃镇人。经对4
人突击审讯，如实交代了摩托车是别人借用摩托车发生
交通事故被撞坏后偷来给他的。

目前，案件已移交办案部门进行办理。
（帅学忠 本报记者 杨彩霞）

被盗摩托3月后现身
三都巡警及时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