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 11 月份以来， 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贵阳天

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开展的系列“老酒变现活

动” 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在贵阳掀起了一场老酒变

现热潮。 由于收藏馆在价格、服务、口碑等方面形成

的综合优势，如今，这里已成为贵阳老酒品鉴收藏

界的一面旗帜，有老酒变现需求的市民首先想到的

就是到天怡豪生找北京茅台收藏馆。

十多年坚持不懈 倾力打造老酒界品牌

主办方表示，北京茅台收藏馆从成立至今走过了十

四年的历程，该馆把鉴定收藏老酒当公益事业来做，目

的不是 “收酒赚钱” ， 是以筹建全国茅台收藏馆为目

的，尽最大努力抢救散落在民间的老酒。 收藏馆一直坚

持高价收购政策， 并开展了一系列回馈市民的活动。

“尤其是到贵阳开展活动的这段时间，我们得到贵阳市

民的信任和支持，收到的珍品孤品老酒数量屡创新高。

在口碑效应的带动下，不断有新客户前来变现。 ”

一直以来，收藏馆以诚待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帮助市民解决困难，与不少市民结下了友情，有的市民

送来感谢信， 有的送来家乡特产， 这令主办方深受感

动。

如今，收藏馆开展的“老酒变现抽大奖，豪华礼品

直接送” 活动仍在如火如荼进行，前来将老酒变现的市

民，一旦成功变现金额在 5000 元以上，均可参加现场抽

奖，赢取 200 元至 2000 元不等的现金，凡参加抽奖最低

可获得 200 元现金。 变现金额达到 3 万元的，直接送 42

寸品牌液晶电视一台，变现金额达到 2 万元的，送品牌

平板电脑一台，变现金额达到 1 万元的，送品牌豆浆机

一台，所送礼品当场兑现。

不忘初心珍惜荣誉 把收藏馆招牌擦得更亮

收藏馆负责人表示， 随着老酒收藏行业的发展规

范，市民的选择也更加理性。 在以后的，收藏馆会坚持

一贯的理念，宣传老酒鉴定保存收藏的知识，完善服务

细节，把更多的实惠带给市民。

鉴酒专家提醒市民，近期，茅台新酒价格的下降传

递的市场信息非常明显， 今年老酒的价格到达一个顶

峰，价格回落将是市场趋势。 且很多市民在保存的过程

中，因保存不当反而会使老酒价格贬损，得不偿失，现在

变现绝对不吃亏，市民不要错过良机。

地 址： 云岩区枣山路 95 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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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价收购得人心 优质服务受称赞

北京茅台收藏馆成为老酒鉴定收藏界品牌

本报讯 今年年底前， 贵州省

将依托“贵州科技云” ，建成贵州省

科技成果大数据平台， 向公众提供

科技成果信息查询、 筛选等公益服

务， 同时也能向企业精准推送科技

成果。

9 月 13 日，记者从贵州省政府

办公厅了解到，《贵州省促进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方案》 近日印

发。“十三五”期间，贵州省将推动

一批短中期见效、带动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到 2020 年，重点在大数据、大

扶贫、大生态、大健康、大旅游等领

域建设 15 家以上的国家级和省级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100 个以上的

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力争创建国家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为此，方案中提出要建设省级

科技成果大数据平台，在确保国家

秘密和商业秘密安全的前提下，向

社会公布科技成果和相关知识产

权信息， 提供科技成果信息查询、

筛选等公益服务。

健全科技报告工作机制，财政

资金支持的科技项目必须提交科

技报告，经审核加工后录入平台；

同时鼓励非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

项目将科技成果交到平台； 加强

与国家科技成果系统的信息共

享， 建立跨区域开放式成果供需

对接体系。

同时，围绕大数据、大扶贫、大

生态、大健康、大旅游等重点领域

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

培育发展，以需求为导向发布一批

科技成果包；强化科技成果信息精

准推送服务，采集和挖掘企业科技

成果需求，定向、精准地将科技成

果信息资源推送到目标用户。

到 2020 年，贵州省科技成果

大数据平台年均新增入库科技成

果 1000 项以上， 围绕 “千企引

进” 、“千企改造” 重点领域，每

年推送 5 个产业专利分析报告，

实现向 1000 家企业精准推送科

技成果。

（本报记者 周然）

我省打造科技成

果大数据平台———

向企业精准推送

科技成果

9 月 12 日， 贵州省

2017 年新征的士兵，从贵

阳北站出发， 搭乘列车奔

赴边关， 开启了全新的军

旅生涯。

在士兵们出发前，贵阳

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为

新兵们举行了一场入伍欢

送大会。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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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哪座城市最富有

经济活力？近日，米尔肯研究所发布

《中国最佳表现城市》报告，贵阳市

再次入选该榜单， 超越北上广深等

一线城市，名列全国第三。

据悉， 米尔肯研究所是美国知

名的独立经济智库， 目标是推动世

界范围内的改革创新。长久以来，研

究所始终认为城市及周边地区是一

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2015

年将视野投向中国， 并首次发表

《中国最佳表现城市报告》。

在本年度的“中国最佳表现城

市”中，贵阳市在继 2016年之后，再

次进入前十位，位列全国第三，仅落

后于成都市和重庆市， 超越了北上

广深等一线城市，让人自豪。

据介绍， 今年的报告研究了中

国的 260 个城市， 以比较城市间的

经济动态。 其中， 大型城市组包括

34 个一线及二线城市，中小型城市

组包括 226个三线城市。

报告综合考察了 9 项指标，包

括：1 年(2014 年———2015 年)和 5

年期间(2010 年———2015 年)的就

业增长率、1年和 5年期间的工资增

长率、1年和 5年期间的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 (

GRP

) 增长率、3 年期间

(2012 年———2015 年) 的外商直接

投资(

FDI

)增长率、

FDI

/

GRP

比率

(衡量外国资本用于地区发展的情

况)(2015年)、针对高附加值行业就

业情况的区位商数(

LQ

)(2015年)。

米尔肯研究所董事总经理、研

究员、 中国报告联合撰写人黄华跃

表示，“中国最佳表现城市” 为中国

城市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力和强劲表

现提供了新的见解。

“中国正在创建新的区域经济

集群。 ” 黄华跃表示，中国经济正处

于转型期，根据报告，“中国最佳表

现城市” 前列并非北上广深这些一

线城市，而是成都市、重庆市、贵阳

市脱颖而出，包揽前三甲，这反映了

中国正在创建区域经济集群， 如成

都市、重庆市和贵阳市围绕“一带

一路” 建设，形成了新的区域经济

集群。 （本报记者 欧鲁男）

米尔肯研究所发布相关报告：

据新华社电 由中国文化部和

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多彩贵州

文化艺术节暨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 9 月 11 日在马耳他圣詹姆斯国

家艺术中心开幕， 展现了贵州省民

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开幕式上，“音韵贵州·贵州传

统歌舞展演” 吸引了众多马耳他文

化艺术界人士和普通观众。 苗族飞

歌、侗族“哆耶” 、反排木鼓舞、芦

笙演奏等节目充分展示了贵州省

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 侗族大歌

《天地人间充满爱》更是将开幕式

推向高潮。

开幕式后，162 组（套）蜡染、

刺绣、银饰、木雕等传统手工艺品

再次吸引了马耳他观众的目光。 这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品，以独特的

色彩、 神秘的图案、 精湛的技法

“讲述” 着贵州省久远而深厚的故

事，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独特魅力

尽显。

在展览现场，3 个“传承人工作

坊” 不仅以图、文、物形式展现了

“苗族银饰锻制技艺” 、“苗族刺

绣” 、“苗族蜡染” 3 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的制作流程和工艺技法，

还由 3 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

场进行技艺展示和互动教授， 为观

众提供了近距离的文化体验。

“我们挑选了既能代表贵州省，

又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节目和手

工艺品， 希望通过文化艺术节这一

系列活动， 展示贵州省的多彩文化

和良好形象， 进一步扩大与马耳他

的交流、增进友谊、加强合作，让贵

州省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 贵州省

副省长何力说。

马耳他旅游局首席执行官保

罗告诉记者：“文化是无形的，然而

通过这次表演和展览，我们不仅能

触摸贵州省的文化，还能体会贵州

省人民的情感， 这种感受非同一

般。 ”

据了解，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

将持续至 11 月 12 日。 两个月时间

里， 贵州省和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

将举办“手上记忆·贵州传统手工艺

作品展” 、“音韵贵州·贵州传统歌

舞展演” 、“天涯共此时———2017多

彩贵州中秋晚会” 、“贵州非遗手工

坊”等 8场活动。

开幕式在当地国家艺术中心举行，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将开展 8场文化活动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走进马耳他

送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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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入选“中国最佳表现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