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贵州省教

育考试院获悉， 贵州省 2018年高职

（专科）分类考试招生。3月 5日 09:00

时开始网上填报志愿，3月 10日 17:00

结束。 参加分类考试的考生须在此期

间登录我省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

（网址：http://gkzy.gzszk.com）填报志

愿。网上填报志愿结束后，系统将自动

关闭。

分类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登录名

为考生报名号，登录密码为考生身份

证号后六位。考生登录填报志愿系统

后，即可查询院校招生计划并填报志

愿，也可查看上次登录的历史信息。

考生必须在电脑上使用 W

in鄄

dows

自带的

IE

或

Edge

浏览器进行

网上志愿填报， 不得使用其他浏览

器或手机等移动终端填报。

贵州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

生需认真细致填报志愿，核对准确后

提交。 在系统未关闭前，考生若发现

志愿填报有误，可以进行修改，但修

改不能超过 2次，系统以考生最后一

次提交的志愿为准。 （谢孟航）

贵州省 2018 年高职 （专

科）分类考试招生———

本报讯 “今年 1 至 2 月，贵阳

城市棚户区累计改造面积 33.5 万

平方米，各个棚改项目有序推进。 ”

3月 5 日，贵阳市政府发布 2018 年

贵阳市棚户区改造工作进展情况。

此前召开的贵阳市十四届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显示，2018年贵阳市将全力以赴完

善城市功能，高标准、高速度、高效

率、 高质量推进人民大道沿线、花

冠路沿线以及三马片区、盐务街片

区、六广门片区等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 实施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5.8 万

套、950万平方米，惠及 20.3万人。

目前，棚户区改造工程也已纳

入贵阳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十件

实事” 中，明确开工 5.8 万套，建成

3.5万套，以提升人居环境。

贵阳市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以来，贵阳市全力启动

2018年棚改目标任务，各个棚改项

目有序推进。

1至 2月， 贵阳城市棚户区项

目 95 个， 累计签约征收补偿协议

2088户，为目标任务（36133户）的

5.7

%

，其中实物安置 193户，货币安

置 1895户。全市棚户区累计改造面

积 33.5 万平方米， 其中实物安置

1.15 万平方米， 货币安置 32.35 万

平方米。

截至今年 2月， 贵阳城市棚户

区安置房累计新开工 193套， 城市

棚户区安置房累计基本建成 240

套。 全市棚户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4.3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379 亿

元）的 1.1

%

。 （肖达钰莎）

涉及棚户区项目 95个，签约征收补偿协议 2088户

前两月 贵阳棚改 30余万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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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贵阳市 2018 年 3 月

12 日—3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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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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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供电局

10千伏隆荻

线盖冗盖冗

4号支线

708开关后

段线路

3月 15日

10: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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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冗村

3月 13日

9:00-1 月 14

日 18:00

10千伏花

云朱砂线

六砂厂等

10千伏沙遵

线陈庄坝变

3月 13日

09: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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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庄坝部分区域：陈庄

坝配变等；

贵

阳

城

区

3月 15日

09:00--19:00

10千伏滨蔡

Ⅰ回线新

村 2号变

蔡家关部分地区：新村

2号配变等；

10千伏富龙

线公路局仓

库配变

3月 14 日

09:00--19:00

见龙洞路部分地区域：

公里局仓库配变等；

3月 14 日

09:00-18:00

10千伏瑞桥

线 02#环网

柜 002开关

二桥五柳街片区

花

溪

区

3月 12日

10:00--18:00

10千伏隆石

线石朋支线

50#杆野毛

井支线 709

号开关后段

线路

花鱼井村

3月 13日

9:00--17:00

10千伏陶陶

线合洒分支

76号杆马店

支线

谷洒村岩脚、堡

子、马店、野毛寨

3月 14 日

10:00--18:00

10千伏隆荻

线盖冗分支

11#杆 706

号开关后段

线路

花街村

花

溪

区

观

山

湖

区

︵

原

金

阳

区

︶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

原

小

河

区

︶

10千伏沙驾

线 891环网

柜 8916开

关至 678开

关

3月 15日

09：30—17：30

畜牧场、关田、后巢村厂

房、新寨村、客车整备所、

成都铁路贵阳车辆段

10千伏沙舒

线四公司

01环网柜

012开关至

安置房 02

环网柜 011

开关之间

3月 15日

09：30—17：30

建安预制品厂、第二建筑

工程处、二关口

10千伏龙永

线 98开关

至 7064开

关之间

3月 16日

09：30—17：30

邓芳明砂石厂、乌当大塘

砂石厂、永乐安置房、贵州

黔桂拓达、顺兴砂石厂、罗

吏大寨、南明物资公司、罗

吏村委会、贵阳乌当罗吏

砂石、百花桥休闲园林乡

村俱乐部

本报讯 3 月 16 日 - 3 月 18

日，2018贵阳全民购车文化节将在

观山湖区观山西路传奇酒店文化

广场举行。 此次车展将有一汽大

众、 一汽丰田等 17 个知名汽车品

牌及豪车进行展示。 据悉，市民在

车展期间观展和购车均有汽车维

修保养、 汽车美容、IphoneX 、Ipad、

健身游泳卡等礼品相送。

本届贵阳全民购车文化节由

贵阳晚报社主办，贵州启程会展有

限公司执行承办， 贵州交通广播

（FM 95.2）、 贵 阳 交 通 广 播

（FM 102.7）、微联盟、新浪汽车、腾

讯汽车、网易汽车、搜狐、汽车之

家、易车网、分众传媒等作为合作

媒体。 车展期间将有：一汽大众、上

海大众、一汽丰田、广汽 T oyota、标

致、福特、广汽本田、斯柯达、观致、

宝沃、比亚迪、广汽三菱、北汽威

旺、广汽传祺、北汽幻速、名爵、猎

豹、东风本田 18 家汽车品牌参加。

市民在现场除了看车外，每天车展

现场还有两场精彩的爵士舞，拉丁

舞，肚皮舞等表演。

主办方介绍此次车展期间主

题活动有三大类，市民凡是到现场

观展、购车就将送出安信捷汽修维

护卡。 具体领取方式：观展市民携

带机动车行驶证、车主身份证原件

到展会现场登记，若本人不能到现

场， 代领人须提供机动车行驶证、

代领人身份证原件，以及能证明与

车主关系的证明材料。 订车、购车

以及观展均可领取。

维护卡分为价值：1688 元或

688元，服务内容包含：汽车维修保

养、汽车美容、全车精洗、防冻雨刮

水 6瓶。 具体服务品牌为：1688 元

用于保时捷 Porsche、 梅赛德斯奔

驰、宝马、奥迪、路虎、雷克萨斯、沃

尔沃、凯迪拉克品牌；688 元用于大

众、福特、别克、丰田、本田、尼桑品

牌。

最令人心动的是第二类购车

抽豪礼活动，最高奖品为 iPhone�X

或 iPad。 现场订车、购车的客户（车

辆总价在 20万以上）， 即可参与，

获奖客户在办理完挂牌手续后（只

限贵阳一环牌照），可领取奖品。市

民在现场看车也不要让手机闲着，

只要拍摄购车节九宫格照片，并配

合“2018贵阳全民购车文化节” 文

字分享至微信朋友圈，即可领取主

办方送出的飞锐健身游泳卡（数量

200张，送完为止）。

此外，在车展现场汽车经销商

处看中欲购买车型，通过吉良惠民

贷款模式购车的市民还可参与“六

重大礼，六六大顺” 活动。 每天前

30 名订车的顾客和每天订车的后

20名客户，均可通过不同方式领取

“吉粮稻花香” 大米一袋；通过吉

粮惠民贷款模式购车的客户，根据

裸车价不同， 可分别获得 500元至

1000 元油卡， 以及价值 3680 元全

车镀膜。

（本报记者 陈华文）

2018贵阳全民购车文化节携手 18 个品牌来袭

逛车展抽豪礼 筑城车迷走起

时间:3 月 16 日 -3 月 18 日；地点：观山湖区观山西路

■新闻速递

报考高职

昨起填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