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 贵州省教育

厅、 省卫计委联合下发通知，今

年贵州省将招收 800 名免费医

学生。 其中，本科 400 名、专科

400 名， 对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

考生，实行单列志愿、单独划线、

提前录取。

贵州医科大学、 遵义医学院

各招收 150 名临床医学专业本科

层次免费医学生。 贵阳中医学院

招收 100 名中医学专业本科层次

免费医学生。 专科层次免费医学

生由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毕

节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黔南民族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黔东南民族

职业技术学院和贵阳护理职业学

院招收。

（本报记者 谢孟航）

本科 400名、专科 400名

本报讯 日前， 贵州省公务员

局发布了 《贵州省 2018 年省直及

垂管系统公开招录公务员、人民警

察和基层培养项目资格复审公

告》，资格复审现场审查时间定为：

2018 年 6 月 13 日至 15 日 （8∶

30-17∶30）。

据了解，本次现场资格复审工

作在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及省公务员局的统一领

导和组织下，由各招录单位(或省

级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资格复审

采取现场审查的方式进行。 复审时

间为：2018 年 6 月 13 日至 15 日

（8∶30-17∶30）。 递补复审时间

为 2018 年 6 月 19 日至 20 日（8∶

30-17∶30）。

复审地点和资格复审人员名

单详见 “贵州省公务员局网” ；

资格复审人员须按照 《招录简

章》的规定提供相关材料，所需

材料可参考 《贵州省 2018 年考

试录用公务员和人民警察报考指

南》。 在资格复审期间，考生登录

贵州省人事考试信息网自行打印

报名信息表。

省直及垂管系统招录职位的资

格审查、职位减少或者取消、招录各

环节的实施时间和地点等内容都将

在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网”“贵

州省公务员局网”上公布。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时间：6月13日至15日（8∶30-17∶30）

贵州2018年公务员资格复审开始

我省将招收

8百名免费医学生

■新闻速递

2018年中国城市规划信息化

年会 8月在筑召开

行业专家

共话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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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1 日， 贵阳市生

态委发布 5 月贵阳市各区县空气质

量考核结果， 全市空气质量相对较

好，修文县卫冕好空气冠军。

根据 《贵阳市环境空气质量

考核暨奖惩办法（试行）》文件和

2018 年全市第一次生态会议纪要

要求， 市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攻坚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 2018 年 5

月各区、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进行了考核， 修文县空气质量最

好， 云岩区的空气质量状况排名

垫底。

上个月，各区、市、县环境空气

质量考核排名依次为：修文县、开阳

县、白云区、花溪区、南明区、清镇

市、经开区、双龙经济区、息烽县、观

山湖区、乌当区、云岩区。

按照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

价，5 月份，各区（市、县）达标天数

比例均为 96.6%-100%之间， 花溪

区、 双龙经济区的首要污染物为可

吸入颗粒物（PM10），云岩区、乌当

区、白云区、息烽县的首要污染物为

细颗粒物（PM2.5），修文县、开阳

县、观山湖区、清镇市的首要污染物

为臭氧（O3），南明区可吸入颗粒

物（PM10）和臭氧（O3）并列为该

区的首要污染物， 经开区可吸入颗

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

并列为该区的首要污染物， 各区

（市、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

2.68—3.35之间。

（本报记者 杨林国）

修文空气

最“养”人

5月贵阳市空气质量考核

结果出炉

本报讯 来自贵阳市城乡规划

局的最新消息，2018 年中国城市规

划信息化年会将于 8 月 11 日在贵

阳市国际生态会议中心召开，届时，

行业专家将深入探讨新形势下城市

规划信息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

本届年会由中国城市规划协

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年会

以“新时代、新战略、新探索” 为

主题，将开办论坛、进行行业新技

术应用展示等，会期两天。 同时，

年会将评选 6 篇优秀论文， 论文

作者将获得奖状及 1000 元奖金

（税后），其论文将发表在《规划

师》杂志正刊中。

年会主要围绕五个主题展开

交流：机构改革后的规划新技术趋

势探索与研究； 智慧城市建设；人

工智能与科学规划；大数据在城乡

规划和城市治理中的应用；空间规

划的信息平台建设与总规实施评

估等。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6 月 12 日， 贵阳至莫

斯科首航仪式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

场举行。 副省长卢雍政宣布航线通

航，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晏讲话。

俄罗斯皇家航空有限公司大中

华地区总裁谢尔盖讲话，贵州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成

杰致辞，副市长王玉祥主持，省商务

厅厅长季泓，省国资委主任汤向前，

贵阳海关关长沈杨，省公安边防总

队总队长徐红，省旅发委副主任牟

勇，省铁建办副主任敬兴梅，省产投

集团董事长翟彦，省机场集团董事

长王勇、总经理官兵，市政府秘书长

刘本立参加。

据悉， 该航线是贵阳首条至

欧洲的直航航线， 由俄罗斯皇家

航空公司执飞， 从 6 月 12 日起，

每周二从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起

飞至莫斯科谢列梅杰沃机场，航

程约 9 小时。

受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赵

德明委托，陈晏代表贵阳市委、市政

府对航线的开通表示祝贺，对长期

以来关心支持贵阳发展的省直相关

部门和各界朋友表示感谢。 他说，

开通国际航线是贵阳加快建设国家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核心区的重

要抓手，是打通对外开放通道、提升

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举措。 贵阳至

莫斯科航线的开通，架起了贵州贵

阳与俄罗斯乃至欧洲交流合作的空

中桥梁，对于我们更好地服务“一

带一路” 国家战略、打造对外开放

高地具有重大意义。 贵阳市将不断

拓展和丰富贵阳连接世界的通道，

加强与莫斯科等目的城市的经贸往

来和文化旅游合作，让更多的外国

朋友走进多彩贵州、爽爽贵阳，让更

多的贵州人、贵阳人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加快建设以生态为特色的世

界旅游名城。

谢尔盖说，中国与俄罗斯山水

相连、人文相通，是非常亲密的好伙

伴、好邻居。 今年是中俄地方合作

交流年，希望以此条航线为纽带，促

进两地人民加强文化、旅游交流，为

“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

王成杰说，贵州产投集团将以

航线开通为新起点，加大国际交流

合作，努力构建贵州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新平台，积极服务贵州大旅游

发展战略，服务贵阳建设以生态为

特色的世界旅游名城。

仪式结束后，卢雍政、陈晏一行

来到机场停机坪与首航机组成员合

影留念。

市直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俄

罗斯皇家航空首航机组成员参加。

（本报记者 游红）

每周二由俄罗斯皇家航空公司执飞，航程约 9小时

贵阳至莫斯科首航仪式举行

贵阳 - 莫斯科航班号为 RL305/306，由

俄罗斯皇家航空公司执飞， 由贵州产投文化

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旗下的贵州文旅投国旅代

理。 每周一当地时间 22:00从莫斯科起飞，每

周二 10:55（北京时间）抵达贵阳，当日 13:10

（北京时间）从贵阳起飞，当地时间 16:55 抵

达莫斯科，航程约 9 小时（莫斯科时间比北

京时间慢 5个小时）。每个航班核载旅客 320

人，计划飞行一年，预计运送旅客一万余人。

目前， 贵阳机场已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 17 条,

覆盖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越

南、柬埔寨等国境内的多个重点城市。已接待国际和

地区旅客 22万人次,同比上一年增长 17.99%。

今年 4 月,贵阳 - 香港 - 洛杉矶（旧金山）航

线的开通, 首次实现了贵阳洲际定期航线航班的零

突破, 就此打破贵阳至北美旅游市场客源开拓交通

受制的瓶颈,如今贵阳 - 莫斯科航线的正式运营,无

疑是对贵阳市国际航空网络建设、 产品资源架构的

进一步提升和优化。 陈问菩 张志红 杨皓钧

本报记者将随同此次航班前往俄罗斯，

去感受异域风情和世界杯的热辣，ZKAER

贵阳将全程进行为期 7天的图文直播。

航班时间安排

贵阳机场已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17条

■延伸阅读

合影留念

仪式现场

乘务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