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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银河颐园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集养

生、 养老、 旅居、 度假为一体的实业公司），

因发展之需现向社会急招以下职位：

部门主管 3名（工资 2000-5000元）

办公室主任 2名（工资 2000-5000元）

养老顾问若干名 （工资 1500-3500 元）以

上职位要求：

1年龄（40-60岁）离退休人员，干部优先。

2上班时间：早 9：00-11：30，下午 2：30-4：

30（双休制）。

3�带身份证及一寸近照 2张，面试。

地址：中华南路钻石广场 B栋 8楼

电话：0851-85830056，

手机：18111917287（姚经理）

北京茅台收藏馆开创全国行业之先河———

坚持一口价收购 让老酒变现更直截了当

连日来，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大酒

店七层黄杨厅， 为市民免费鉴定评估老茅台酒以

及其他各类名酒， 并且向有意向变现的市民提供

现金收购。 由于收藏馆在行业内率先推出 “一口

价” 收购政策，不仅现场成交量不断攀升，而且在

老酒收藏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石激起千层浪 打破行业常规难能可贵

北京茅台馆作为老酒收藏界的一面旗帜，进驻

贵阳以来，不断推出一系列惠民利民的举措。 为了

彻底打消市民老酒变现的种种顾虑， 促进老酒收

藏业持久健康发展，春节后，收藏馆在全国行业内

率先推出“一口价” 收购政策，立即得到市民高度

认可。

“一口价是我们对市民的庄严承诺，为此我们

做了充分准备来兑现承诺。 ” 收藏馆负责人表示，

我们将老酒收藏作为一项挚爱的事业， 因此我们

有一颗真诚对待市民的心， 我们会对拿来鉴定的

老酒直接报一个准确的价格，如果报高了，收藏馆

有损失；报低了，会失去市民的信任。 如何掌握好

这个度，有很大难度。 为了确保好心办成好事，收

藏馆聚集了一个专业权威的鉴酒团队， 制定了一

套严密科学的收购制度。 推出该政策一个月，好评

如潮，收藏馆决心将这一做法发扬光大，让更多市

民从中受益。

言出必行 为市民提供最好保障

“来这里变现老酒，不仅放心，而且很轻松。 ”

市民刘先生说，原来变现老酒要讨价还价，让人很

累，而且容易“被宰” 。 推行这个政策后，把风险由

卖方转移到收购方，需要很大的智慧和勇气，令人

敬佩。

收购老酒的单位很多，可是像收藏馆这样规范

权威的单位很少。 收购老酒的方式很多，可是以一

口价收购，只有收藏馆一家！ 面对这样的机会，您

还犹豫什么呢？

注：本活动只在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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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今年 5月正是草原旅

游的好时节，由贵阳晚报读者俱乐

部携手贵州专门做旅游专列的贵

州幸福前程旅游有限公司共同推

出 “贵阳晚报读者俱乐部旅游空

调专列” 将于 5 月下旬从贵阳开

出， 本趟专列全程有随团医生保

驾。

本趟旅游专列从贵阳出发到

呼伦贝尔、中俄边境（满洲里）、海

拉尔、长白山、哈尔滨、沈阳、山海

关、北戴河、承德避暑山庄共旅游

13天时间。

这趟专列最大的特点就是把

东北的精华串联起来， 一次游览

个够。 在北戴河，游览天下第一长

城博物馆、 鸽子窝公园、 海滨浴

场、老龙头，在这里吹着惬意的海

风，看海天一色。 随后专列将到达

哈尔滨，游览圣索菲亚大教堂、斯

大林公园、太阳岛；接下来专列将

前往满洲里，游览国门景区、俯瞰

俄罗斯贝加尔斯克、在中俄 41 号

界碑留影；接着前往呼伦贝尔，在

呼伦贝尔大草原跳起坝坝舞，届

时草原舞蹈明星将带领大家一起

共舞，此外还可以参加祭祀敖包，

千人在无边的大草原上跳上一曲

《呼伦贝尔大草原》，说不定还能

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行程的尾

声， 将前往敦化游长白山天池和

飞瀑，再去沈阳，参观九一八纪念

馆、张氏帅府、沈阳故宫，一路走

一路游，白天游玩晚上行车，节省

时间，还能得到很好的休息。

凡是贵阳晚报的读者报名参

加均赠送： 旅游专列代金券 100

元、沙漠人参（肉苁蓉）一根（价

值 1380 元）、 户外包帽及洗漱用

品一套（价值 138 元）、大米一袋

10 斤（价值 98 元）。 有意参加的

读 者 请 拨 打 读 者 俱 乐 部

85834880、86833989、86834579� 报

名。 （本报记者 陈问菩）

贵阳晚报读者俱乐部旅游空调专列向您发出邀请———

初夏5月，一起去看草原

本报讯 用 4天 3夜的时间，

徒步穿越 108公里的敦煌戈壁，在

人迹罕至的茫茫戈壁中发现更强

大的自己。 4月 15日，贵州大学西

校区第十三届玄奘之路商学院戈

壁挑战赛启动。 4 月 26 日至 4 月

30 日， 参赛选手们将在敦煌进行

“戈壁挑战” 。

据悉，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

挑战赛是在华语商学院的 EM -

BA 学员群体中开展的一场体验

式文化赛事， 自 2006 年举办第

一届以来， 已经连续举办了 12

届，吸引到数千名 EM BA 学员参

与其中。

本次赛事分为三种:�“玄奘之

路” 戈壁挑战赛、“丝绸之路” 戈

壁挑战赛、沙漠挑战赛。 启动仪式

上，贵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烨表

示，今年将组织 54名队员参赛，分

为 12人、30人、12人为一组，以团

队竞赛的方式强化户外活动的压

力感受,在四天三夜的时间里,通过

团队结组徒步穿越 108 公里的敦

煌戈壁与沙漠,感受“心行合一、天

人合一”的生命境界。

据了解，今年的戈壁挑战赛是

贵州大学 EM BA 第五次参赛，在

本次赛制中， 贵大 EM BA 组织了

上百位 EM BA 企业家学员的移动

课堂同行，让未参赛的企业家学员

近距离地感受徒步茫茫戈壁的气

氛与赛事精神。

目前，由于比赛对选手的耐力

和适应能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学院专门成立了 “户外运动俱乐

部” ，有专门的教练对参赛队员们

每周进行体能提升、户外生存和团

队协作的训练。

（本报记者 张晨)

贵州大学第十三届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启动

4天3夜 挑战108公里沙漠

近日，黔贵大地春

耕正忙。

位于黔东南州从

江县、丹寨县月亮山腹

地的加勉苗乡趁雨季

来临之际抓紧各项农

耕工作。

受地势影响，依山

而修的梯田映衬苗家

的吊脚楼， 美如画卷。

村民一直沿用两千多

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

传统牛耕，每年春耕都

要整田筑坝、 修沟输

水、牛犁耙田 ,忙得不

亦乐乎，一派农耕繁忙

景象在错落有致的百

里梯田有序进行。

石宏辉 黄晓海 吴

如雄

又到一年春耕时

■新闻速递

本报讯 4 月 14 日，贵州省“三

月三”民族山歌大赛在长顺县举行。

当天， 来自贵州省贵阳、 六盘

水、安顺、黔东南、黔西南、黔南 6 个

地州(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

桂林市的布依族、 苗族、 壮族的 42

支山歌队 100 余名歌手同台竞技，

用原生态的唱法为观众奉献了一场

黔桂民族山歌“盛宴” 。

比赛中， 歌手们运用比兴等手

法，结合编写幽默风趣、通俗易懂的

抬爱歌、情歌、政策歌等，歌颂长顺

新变化，赞美长顺大旅游，唱响美丽

新长顺。

今年 65 岁的观众蒋成英，从小

就喜欢山歌、学习山歌，今天赶场正

好看到山歌比赛。她高兴地说：“我

第一次听到这么丰富的唱法， 内容

和嗓子都很好，值得学习。 ”

据了解，比赛分为初赛和决赛，

决赛采取循环方式擂台赛， 胜者坐

擂，对对见面，每场四首歌。 当日下

午 6时，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来自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

县和贵定县的组队歌手陆先权、罗

正林荣获一等奖

（罗小红 陈荣 本报记者 张仁东）

贵州“三月三”民歌大赛在

长顺举行

百余黔桂歌手

同台竞技

本报讯 4月 15日， 记者获悉，

“全力杯·贵阳高度” 第二届国际垂

直马拉松报名出现“秒满” 情况，目

前参赛名额全部确定。

据悉， 本次垂直马拉松由贵阳

市田径协会主办， 本次比赛将于 4

月 22 日上午 9：00 在贵阳亨特索菲

特酒店准时鸣枪， 赛道从 1楼至 55

楼，共计 1308 级阶梯，高达 298 米。

届时 300名参赛选手将向“贵阳高

度” 发起挑战。

（本报记者 欧鲁男）

第二届国际垂直马拉松赛

下周日开赛

跑 55层楼

挑战“贵阳高度”

本报讯 4月 15日，讲述贵州绿

色发展的电影《云上之爱》在贵阳

举行专家观片座谈会。 记者从座谈

会上获悉，该部电影预计最快今年 5

月将在全国公映。

《云上之爱》以贵州云头大山为

背景，以四球古茶籽化石为依托，以

淳朴美丽的布依族风情为画卷，讲

述了主人公王云农代县长坚守发展

与生态两条底线， 带领云头山县在

发展经济中保护绿水青山、 实现经

济跨越转型、 开创发展绿色茶产业

和生态旅游产业， 引导农民返乡创

业、脱贫致富的动人故事。

（本报记者 曾秦）

讲述贵州绿色发展故事

电影《云上之爱》

5月全国公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