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时间为6月24日，全国

各大高校正火热报名中

昨日，“美丽长江中国行———

共舞长江经济带 生态发展看贵

州” 网络主题活动采访组，抵达遵

义市湄潭县、余庆县，采访这里的村

庄实现绿色变革与发展的故事。

湄潭县龙凤村

湄潭县兴隆镇龙凤村田家沟村

民组，村民们依靠种茶发家致富后，现

在又有了新的职业，比如茶叶销售商、

农家乐老板等。如果不是当地人讲述，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省级三类贫困村。

“有今天的模样，要感谢当年村

委会的大胆。 ”村民王小红说。 1998

年， 国家在龙凤村推行退耕还林政

策， 大家决定把退下来的耕地全种

茶树。 上级部门起初不认可，认为这

不符合政策，不能给退耕还林补贴。

但大家的态度很坚决， 坚持要

种茶。 “种茶能挣钱，也能绿化、保

持水土。” 村支书伍荣明说。到 2003

年， 以田家沟为中心的龙凤村，20

多个村民组把适合种植的耕地全都

种了茶。同时，村里也继续“申诉” 。

终于， 省林业厅等部门实地调

研后，认可了龙凤村的做法。 8年后，

龙凤村的村民们领到补发的退耕还

林补贴。 如今，龙凤村茶叶的收入远

高于普通农作物，仅卖茶青每亩年收

入都有 7000多元钱。 2017年，龙凤

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 16504元。

逐渐富裕起来的龙凤村， 开始

考虑利用有限的土地， 发挥更大价

值。 2016年，龙凤村成立股份公司，

把全村各种资源整合起来， 开展茶

旅等经营项目，全村人都是股东。开

张一年， 股份公司有了 400 多万元

的收入。同时，万花源等一批企业也

入驻龙凤村， 依托青山绿水扩大茶

产业、茶旅一体发展。

余庆县哨溪村

哨溪村位于余庆县白泥镇的方

竹水电站库区边。下游 7公里，是长

江的一大支流乌江。 因为建在悬崖

上，离外面的大马路还要翻几座山，

这个村相对封闭， 年轻人多外出务

工。留在家里的老人，除了耕种山坡

上的土地， 几乎没时间打扫庭院，

“院子里曾到处都是鸡屎牛粪” 。

相对封闭的环境， 保存了哨溪

村的原始风貌。悬崖上，上百栋传统

的黔北民居小院，开门见水。如今每

到春天，家家院子里的杏花、桃花、

梨花次第绽放，与湖水相映，好一派

山水农庄的景观。

“这就是乡愁，也是‘卖点’ 。”

余庆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李正隆说。 2015 年，这家公司开

始投资哨溪村， 计划投资 5.5 亿元

把这个依山傍水的村子， 打造成旅

居农家，为城里人、外地人提供共享

田园的场所。

这种模式，在余庆县的大乌江镇

红渡村、松烟镇二龙村已有成功典范。

哨溪村 10 户已举家外出的村

民，把闲置的小院，以每年 4000 元

的价格租给了公司。 公司在不改变

原有结构、布局的前提下，对小院进

行整修、房屋装修，做成精品农家。

精品农家的示范， 正在带动村

民自发参与到旅居农家的建设中。

很多村民在政府和公司的帮助下，

正在对脏乱差的小院进行整治。 此

外， 村民们将山坡上世代耕种的土

地，全都按规划种了桃子等果树。

考虑到未来旅居农家可能对湖

泊、河流的影响，公司修建了管网，

将污水引入沉淀池和人工小湿地，

采取化学与天然结合的方式， 对污

水进行处理排放。 “绝不让一滴不

达标的水进入乌江。 ”李正隆说。

本报记者 黄黔华 张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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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成就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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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 北京茅台收藏馆推出优惠活动还在继续———

成交万元以上奖励 500元 老带新奖励 200元

为了感谢贵阳市民长期的支持， 北京茅台收

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 举行的老

酒鉴定评估变现活动新的举动还在继续，“在此期

间，前来鉴定变现老酒的市民，变现金额在 1 万元

（包括万元）以上，可获得 500 元额外奖励。 同时

凡是老客户带来的新客户，一旦变现成功，老客户

均可获得 200 元的奖励。 此活动时间仅限 20 天，

希望市民抓住机会。

感恩答谢无止境 一口价收购不动摇

今年春节后，主办方根据市民的需求，推出了

“一口价” 政策，确保市民老酒的价值得到最大限

度体现，立即得到了市民的高度认可。 为了感谢贵

阳市民对收藏馆的信任和厚爱， 收藏馆特别筹集

了一笔资金，专门用于此次活动答谢奖励市民。 今

年收藏馆在原有收购价基础上， 又对不同年代的

茅台酒收购价格进行了上调， 收藏馆没有刻意宣

传，但细心的市民肯定已经发现了。“因为我们鉴

定后开出的老酒价格是实实在在的， 市民比较后

纷纷选择来这里变现。 我们和很多市民都成为了

朋友，筹建全国茅台展示陈列馆进度在不断推进，

为举办好这次活动，我们做了充分准备，” 主办方

负责人表示。

高高兴兴拿来鉴定 明明白白变现

收藏馆的鉴酒专家团队成员具有很强的专业

技能和职业操守， 依托收藏馆的品牌影响力和号

召力，设身处地为市民着想。 市民前来鉴酒变现，

将免去讨价还价之苦，免去被骗吃亏之忧，还有额

外的奖励，可享受到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特别提醒，这个收购政策仅限在 5 月实行。

希望市民抓住机会。 ”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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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贵阳东绕城高速公路尖坡至小碧（白云段）建

设项目在启动征收时没有落实具体的安置点，为保障

选择产权调换的原被征收人利益，经研究决定,对该项

目安置事宜进行调安，现将调整后的安置房分房活动

程序及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房原则

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原则。

二、调安安置房源

调安房源位于白云区白金大道东侧 “云城苑” ，

面积 6526.17m

2

， 房源套数 60 套 （120m

2

户型 40 套，

80m

2

户型 20 套），安置房产权性质为商品房产权。

三、分房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 点至 12 点。

地点： 安置对象到金融北城云城尚品售楼处分

房。

四、分房须知

1、 本次安置对象到安置房现场看房或到分房现

场分房，均需持征收协议、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并接受

工作人员核对。

2、 本次分房对象名单及排序以征收协议签订时

间为序（如有同一天签约的被征收户，以姓氏笔画为

序进行排列），并在涉及村、组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有

漏登、错登的，由分房工作组根据被征收户提供协议

具体时间与区房征局核实，进行更正或解释。

3、该项目超期安置过渡费发放至 2018 年 6 月。

4、 本公告内容由贵阳东绕城高速公路尖坡至小

碧（白云段）建设项目调安分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解释。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851-84600065��

��������咨询地址：都拉乡重大项目办办公室。

“贵阳东绕城高速公路尖坡至小碧（白云段）建设项目”调安安置房分配公告

白云区房屋征收管理局

白云区都拉布依族乡人民政府

2018年 5月 14日

本报讯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获悉，2018年我省计划安排高

校毕业生就业见习 4000个名额。

2018 年全省将计划组织 4000

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

见习，其中：贵阳市 1500 名、遵义市

550 名、 安顺市 300 名、 六盘水市

300 名、 黔西南州 300 名、 黔南州

300 名、 黔东南州 250 名、 毕节市

250 名、铜仁市 250 名，省本级根据

实际需要，适量开展就业见习。

见习时间为 3至 12 个月，最长

不超一年， 见习期间学生生活补助

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其中同

级财政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60%

补助， 见习单位补助部分列入该单

位财政经费开支范围。 对高校毕业

生见习期满留用率达 50%以上的见

习单位， 按最低工资标准的 80%补

贴，对见习单位（基地）留用见习期

满高校毕业生的给予每人 500 元的

一次性补助。

见习期间， 单位将为见习生办

理人身意外伤害与住院医疗商业保

险。 保险费用由就业补助资金按

300 元的标准补贴。 就业见习信息

和岗位目录随后通过贵州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网、贵州日报、贵州人才信

息网等向社会公开发布。

7月 9 日至 7 月 20 日（法定休

息日除外）， 省政务中心人社厅窗

口采取现场方式组织高校毕业生报

名，现场填报《贵州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见习登记表》， 报名点设在贵

阳市南明区遵义路展览馆 282 号，

省政务服务中心 2 楼 A028 贵州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窗口。 参加

省国资委监管企业见习计划的须到

各监管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报名（省

国资委监管企业报名地点和联系方

式等相关信息通过贵州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网另行公告）。

8月 16日前， 见习计划由省政

务中心人社厅窗口结合用人单位需

求，通过推荐、面试等形式组织做好

申请见习高校毕业生和见习单位的

岗位对接工作，并确定进入体检的就

业见习高校毕业生名单。省国资委监

管企业岗位由各企业人力资源部门

审核推荐并经省国资委审核同意后，

于 8月 16日前送省人社厅确认。 8

月底前，完成体检及派遣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就业见习对

象必须是毕业两年内离校未就业

普通高校毕业生（含离校未就业

中职毕业生）。 见习单位与毕业

生在就业见习前、 见习中签订意

向性就业协议的， 不纳入就业见

习人员补贴范围， 不能享受相关

就业见习政策。 2017 届毕业生参

加就业见习时间可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后开始，2018 届毕业生参

加就业见习时间应在毕业证书登

记日期之后开始。 （孙维娜）

本报讯 “贵州国际教育展暨

2018 年高考招生志愿填报咨询会”

将于 6月 24日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

中心举行。届时，来自全国高校、东盟

国家部分高等院校以及部分留学机

构的招生咨询老师将在现场，为贵州

考生及家长解答高考志愿填报、学习

生涯规划等普遍关心的问题。

现在， 全国各大高校正火热报

名中，截至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复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西安交通大、东北大学、四川大

学等 985、211院校均已报名参与。

据统计，贵州省今年高考报名考

生总数为 441731 人， 比去年增加

29834人，创历史新高。 高考过后，如

何挑选心仪的学校与专业，避免“高

分低就” ，这就需要家长、考生对各学

校招生政策做足功课。本次活动旨在

为各类高校搭建规范招生宣传，为

考生和家长提供集中高效的信息咨

询服务平台。活动为公益性质，参加

的学生及家长不收取任何费用。

今年咨询会在往年的基础上扩

大参与规模， 展会面积约 12000㎡，

配有 400多个标准展位，设置了省内

外各大高校展区、 留学机构展区、咨

询区等区域。 另外，多家留学机构已

确认参与展会，他们也将为考生带来

众多海外高校的招录政策解读。

现在， 参展高校名单将陆续更新，

有意参展的高校可拨打电话（吴老师：

18966701688）进行咨询。（谢孟航）

大学生就业见习 有四千个名额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布2018年相关计划———

“美丽长江中国行———共舞长江经济带 生态发展看贵州”之二

遵义：两个村庄的绿色变革

●阅读提示

“乡愁旅居”引客来

贵州国际教育展

下月在贵阳举办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市公安交

管局获悉， 为规范宝山北路与北京

东路交叉口的行车秩序， 从 5月 20

日起，宝山北路与北京东路交叉口，

禁止由狮子山隧道进入交叉口的车

辆右转黑马市场方向； 禁止由大营

路进入交叉口的车辆掉头前往北京

东路方向； 禁止由北京路辅路进入

交叉口的车辆（公交车除外）左转

黑马市场方向。 （李强）

位于宝山北路与北京东路

交叉口

本周日开始

这里交通有调整

湄潭县龙凤村田家沟航拍

入住新房的余庆县和景村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