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 月 12 日,南明区出动

城管、文体、环管、市场监管、中南社

区、 新华社区等部门和单位工作人

员 300 余人, 对阳明路古玩市场游

摊市场进行取缔, 对周边环境开展

了综合整治。

据悉,阳明路古玩市场 2013 年

成立, 成立之初由贵州省收藏家协

会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 由于

外来摊点不断增加,2015 年后阳明

路市容环境混乱,脏、乱、差现象突

出。 其主要问题在于周六的古玩市

场、每月的初一、十五以及每年的三

次观音生日占道经营严重, 高峰时

在此摆摊的商户达 700余户。

在整治活动现场, 城管部门对

各类违章占道经营摊点进行取缔,

对门面延伸占道经营等行为进行劝

导。 市场监管部门对沿街商户的经

营许可证进行检查, 对售卖物品的

保质期和合格证进行查验。 食药监

部门对违规摊贩经营的食品、 药物

类产品进行调查处理……

本次整治行动, 共计清理门面

延伸 30 余家,拆除私搭延伸占道台

12 处,取缔占道经营 43 处,拆除门

面广告(含布幅)24 块、面积达 30 余

平方米 , 暂扣违章占道摩托车 13

辆、罚款 26 辆、处罚贴单违停汽车

2辆等。 （廖燕娟 谢孟航）

本报讯 贵州省招生考试院

公布 8月 12日高考录取情况，多

所高校通过平行志愿共在黔录取

6828人。

据悉，8 月 12 日录取情况

中，文史类高职（专科）164 家

院校在黔录取 2388 人（7 所院

校增加录取计划）， 理工类高

职 （专科）203 家院校在黔录

取 3516 人 （21 所院校增加录

取计划）。

省招生考试院提醒， 录取期

间，考生可登录“贵州省 2017 年

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系统” 查

询本人录取情况， 或参加网上补

报志愿。 （本报记者 张梅）

8月 12日，“溪山踏歌行·弦音

赋怀———名曲赏析音乐会” 在贵阳

孔学堂举行，青年指挥家夏小汤及

其团队为贵阳市民带来 8首中外经

典名曲，与观众共度经典之夜。

据介绍，夏小汤是中国青年交响

乐团常任指挥、中国爱乐乐团驻团指

挥。音乐会从世界名曲《海顿骑士》开

始。之后，演奏团队为听众带来了《闻

香识女人》、《如歌的行板》、《金蛇狂

舞》、《茉莉花》等经典曲目。

此次音乐会主要为弦乐四重奏，

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组成，虽然没有交响乐般的磅

礴气势， 但音乐以精致抒情为本，让

观众透过精湛的演奏技巧与完美的

合奏默契，体会音乐丰富的内涵。

观众何沐橙说， 现场艺术家在

演奏每首乐曲前从背景、 内容等进

行讲解，让观众不但欣赏了音乐会，

还上了一堂精彩的音乐课。 谢孟航

本报讯 早餐在贵阳吃碗肠旺

面或是花溪牛肉粉， 然后赶到遵义

上班不是没有可能。8月 12日，2017

年贵阳房交会走进遵义， 年底通车

的 30 分钟贵遵“快铁圈” ，吸引不

少遵义市民关注贵阳楼市。

12 日上午，贵阳房交会市州巡

展的最后一站， 走进贵州第二大城

市遵义。 在红花岗区东欣大道大润

发超市内， 巡展吸引了不少市民前

来咨询。

作为本届房交会巡展的最后一

站，遵义巡展将持续至 13日。期间，

房交会推介组委会与当地媒体进行

合作，对活动进行宣传、推广。据悉，

至今年底，渝贵铁路（原名渝黔快

铁）将正式通车，届时，从贵阳至遵

义的时间， 将由现在的客车 2 小时

左右，缩短至快铁半小时即可到达。

“渝贵铁路的建成通车，将极

大拉近省城与第二大城市的距离，

因此，在贵阳安家、在遵义上班将会

变得非常可行。 ” 在遵义一家大型

私企上班的陈先生说，他是遵义人，

但妻子在贵阳上班， 他早有在贵阳

购房的打算， 了解到此次房交会的

将要展出的一些楼盘信息后， 他决

定在贵阳购房。

据了解，由贵阳市住建局、贵阳

日报传媒集团主办的房交会， 将于

8月 18 日至 8 月 20 日，在贵阳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 （黄宝华）

媒体见面会上， 贵州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贵州省气象局、贵州省交

通厅、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成

都铁路局贵阳办事处、 青岩古镇景

区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的相关负责

人向媒体介绍了 “山地公园省·多

彩贵州风” 避暑度假游活动开展以

来的阶段性进展情况。

据省旅发委统计， 今年 7 月 1

日至 8月 5日，全省监测的 91 个旅

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2571.77 万人

次， 同比增长 49.9%。 全省监测的

103家旅游饭店，接待游客 78.99 万

人次， 客房出租率达 95%以上的旅

游饭店有 26家。 会议（展会）旅游

方面，7 月 1 日至 8 月 5 日期间，全

省接待省外来黔举办的各类会议

（展会）1350 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

586 次， 接待外省入黔参会人员

38.15 万人次，同比增长 55.5%。 乡

村旅游接待方面，全省监测的 1876

个乡村旅游景区（点）共接待游客

4701.60万人次，同比增长 51.9%。

而今年暑运开始以来， 贵阳机

场运输量屡创新高。 贵州省机场集

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8月 5日旅

客吞吐量和航班架次均创历史新纪

录，分别达 57875 人次和 456 架次。

重庆、福州、杭州、南京等 10 个高温

旅游客源市场进出贵阳机场共计

517161人次，同比增加 20%。铁路方

面，自 7月 19日开展“山地公园省·

多彩贵州风” 避暑度假活动以来，

铁路共计发送旅客 308.4万人。

据悉，随着贵州省高铁、高速公

路、航空、城际铁路等快速大交通的

进一步完备，“快旅慢游” 的旅行方

式深入人心， 贵州与周边几省之间

的路程大幅缩短，早上出发、中午到

达， 足以让周边省份的客人到贵州

过个舒适周末。“周末贵州”概念逐

渐受到周边省份游客的认同和欢

迎，周末入黔游消费需求增大，贵州

旅游市场份额得到提升。

来到贵州避暑， 最直接的感受

就是“凉爽” 。 “7月是夏季最热的

月份。 今年 7月中下旬,我国大部地

区都出现 35℃以上的高温天气，贵

州的凉爽却在重重热浪中‘独树一

帜’ 。 ”省气象局局长赵广忠介绍，

我省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 2000 年 -2016

年，贵阳市没一天出现过大于 35℃

的极端最高气温。

据介绍， 贵州的凉爽得益以下

几方面的优势：日照适中，紫外线辐

射不强。夏季日照时数：380-450小

时；日出时间 6：00；夏季降雨 70%

以上为夜雨； 紫外线强度在 3 级以

下；平均风速 3 米 / 秒以下，微风轻

拂，平均湿度 75%左右，湿度适宜。

赵广忠表示， 贵州的自然地理

和气候条件决定了贵州是一个全时

空的旅游目的地，“山地公园省，四

季旅游地” ，“走遍大地神州， 最爽

清凉贵州” 。

据省旅发委统计，7 月 1 日至 8

月 5 日， 全省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9461.5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42.2%；

实现旅游收入 929.16 亿元，同比增

长 43.1%。 全省旅行社有组织接待

境内外游客 54.21 万人次， 同比增

长 36.3%。 其中，贵阳市 5A 级景区

青岩古镇， 目前平均每天有 2 万人

次入镇游览。

强大的气候优势， 送来络绎不

绝的避暑客。 不久前， 贵州针对重

庆、福州、杭州等十个夏季高温城市

所在省（区、市）的居民推出专项旅

游优惠政策和主题营销活动， 上百

个景区推出以漂流体验、消夏疗养、

避暑休闲等为主题的系列贵州避暑

旅游方式及十大主题游、45 条避暑

纳凉线路。

贵州省交通厅韩剑波副厅长

说，7 月 18 日至 8 月 7 日，“十省区

市” 一型客车通行我省高速公路平

均每天车流量 7.86 万车次， 累计

164.98万车次， 相比去年同期通行

车次增长 45.18%。 其中重庆车流量

最高，为 74.6 万余辆，其次是湖南、

浙江、广西、湖北、福建、江苏、陕西、

江西、安徽等地自驾车；平均每天减

免金额 254.06 万元，累计减免通行

费 5335.35万元。

另外， 针对通行费优惠活动

开始执行前几天， 未享受到 5 折

优惠的用户， 省交通厅还制定退

费流程和方案。 据悉，下一步，我

省将加大对避暑客源地市场的宣

传和推广力度， 及时了解客源市

场的需求，大打气候牌，实现我省

旅游业持续“井喷” 。 陈问菩

暑季热浪中

贵州很凉爽

8 月 11 日，记者从“推动旅游

业持续‘井喷’ 媒体见面会暨《贵

州旅游攻略》新书发布仪式” 上获

悉，今年避暑季开始以来，全省各地

景区客流持续增长。

据统计，7 月 1 日至 8 月 5 日，

全省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9461.57 万

人次，同比增长 42.2%；实现旅游收

入 929.16亿元，同比增长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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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爽气候“加分”，今年7月1日至8月5日———

贵州迎来避暑游客近亿人次

“周末贵州游”

已成为现实

减免通行费

5335万元

8月 1日，众多游客在黄果树大瀑布观赏 东方 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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