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由贵阳市房地产业协会

主办，贵州启程会展有限公司、贵阳国

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8 贵阳房地产交易展示会” ，将

于 2018年 8月 17日—8月 19日在贵

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截至 6 月

12 日，已经有 26 家房企报名参会，预

定了一、二号馆的 32个展位。目前，仅

剩 6 个展位， 需要报名的房企请抓紧

时间，本月底招展工作将结束。

据介绍， 今年 4月 18日贵阳房交

会新闻发布会刚开过，各大房企就纷纷

前往组委会报名，抢定展位。 最近这一

周又有 5家房企报名参展，自此报名参

会企业达到了 26家。 其中贵阳本土企

业有中天金融、宏益（花果园）、铜鼓

滩、益华、高速置业、西南商贸城、广大

城投、宏德置业、银海元隆·熙府、地铁

置业、方源、阳明花鸟市场、德盛、普天

中央国际；全国大型房企有恒大、万科、

碧桂园、保利、绿地、阳光城·启航中心、

中铁置业、首钢、万科、融创、美的、北大

资源。 预定面积最大的是中天金融集

团，预定了 4 个展位，总面积 748 平方

米；碧桂园预定了两个展位，面积 385

平方米； 保利预定了两个展位， 面积

408 平方米；宏益房开（花果园）预定

了两个展位，面积 288平方米。

组委会负责人表示， 有意向的房

企请抓紧时间报名参展， 报名参展热

线电话是，一、二号展厅房地产展区：

0851-85817864/85831918，其他展区：

徐 枫 13809443938， 蒋 宏 顺

18798090983。 （本报记者 商昌斌）

市司法局 市法宣办 贵阳晚报合办

本报讯 6 月 12 日， 由省卫生

计生委、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省总

工会、共青团省委共同主办，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承办的 2018年“健康中国行” 走进

贵州暨贵州省第三届 “万步有约”

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赛启动仪式在

贵阳举行。

据介绍，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从 2013 年起启动全民健康素养促

进行动，“健康中国行” 作为其重要

组成部分， 每年选择一个关系群众

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为主题， 开展

系列宣传活动。 今年的主题是“科

学健身” ， 旨在通过倡导科学的健

身方式，促进全民健康。在观山湖公

园，随着一声令响，约有 500 名群众

参与了此次健步走活动。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

所副所长何琳表示，我省多年连续开

展的“健康中国行”活动，已面向全

省百万余群众进行“合理用药”“科

学就医”“无烟生活”“健康素养”

“合理膳食”等主题宣传。 今年的活

动将从 6月持续到 11月， 通过播放

公益广告、开展健康巡讲和大众媒体

宣传等方式向公众宣传普及健康知

识，积极推进健康贵州的建设。

据悉，启动仪式当日，除了健走

大赛，还邀请了体育健身专家、戒烟

专家、心内科专家、营养专家现场提

供国民体质测试与健康咨询服务，

为群众科学健身提供专业保障。

（本报记者 张梅）

2018“健康中国行”走进贵州活动开启———

今年，“三区一地”招生计划的 50%用于分配给辖区内各初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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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茅台收藏馆“浓情端午，感恩有你”活动升级 ———

端午小长假三天 变现成功加送大礼包一份

�������今年 5 月中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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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现活动， 推出

了“浓情端午，感恩有你” 专场答谢，半个多月来，前来

鉴定变现的市民络绎不绝。 为了进一步体现收藏馆的

诚意，加大回馈的力度，在端午小长假（6 月 16 日至

18 日）期间，前来鉴定变现老酒的市民，变现金额在 1

万元以上，可获得 500 元现金奖励，并且可以获得一份

价值 300 元的天怡豪生五星级酒店精品粽子， 外加一

份大礼包。

市民专门前来答谢 礼轻情意重

近期，收藏馆推出“浓情端午，感恩有你” 活动后，

前来变现的市民有明显增多的同时， 还出现了意想不

到的情况，不少之前在收藏馆成功变现的市民，将自己

家里包的粽子，送到收藏馆。 “我们虽婉言谢绝，可市

民仍执意放下，表达谢意后离去，市民的淳朴善良让我

们深受感动，我们应该有新的回馈行动，不能辜负市民

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 收藏馆负责人说。

赠送神秘大礼包 市民前来即可揭晓

收藏馆始终认为， 收藏馆这两年的进一步发展壮

大，与贵阳市民的支持密不可分。收藏馆不仅在价格上

确保全国较高，在收购方式上以“一口价” 确保市民省

心放心，而且服务上周到细致，以情感人，给予每一位

前来变现的市民充满情感与关爱的归属感。 端午小长

假三天，收藏馆将把回馈的实惠加大，把相关服务做得

更细，在保持原有现金奖励和赠送粽子的基础上，再赠

送一份大礼包，大礼包肯定是货真价实的，具体内容市

民前来即可知晓，姑且让我们卖个关子。

注：本活动只在天怡豪生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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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2 日， 贵阳市教

育局公布了贵阳市 2018 年各初中

学校配额生分配组合及分配办法，

其中明确，今年，云岩、南明、观山湖

区及原小河区（简称“三区一地” ）

内省级示范性高中面向贵阳市招生

计划的 50%用于分配给 “三区一

地”辖区内各初中学校。

配额生是指贵阳市各省级示范

性高中下放到辖区内初中学校的招

生名额。 如果考生未达到统招录取

分数，可申请本校配额生名额，学校

根据考生中考成绩高低， 择优确定

配额生人员。

据悉，2018年，贵阳市“三区一

地” 内省级示范性高中面向贵阳市

招生计划的 50%用于分配给“三区

一地” 辖区内各初中学校。 其他区

（市、县）所属省级示范性高中，将

50%的招生计划的名额分配给本区

（市、县）辖区内各初中学校。

由于“三区一地” 辖区内初中

学校较多， 而且部分学校人数较

少，因此将“三区一地” 辖区内初

中毕业生较少的学校按类别由若

干学校组成一个单元，参与配额生

名额分配。

为满足贵阳市培育新优质教育

资源的需要，2018 年贵阳市第一中

学教育集团、 贵阳市实验三中教育

集团、贵阳市民族中学教育集团，面

向集团内初中成员学校招生， 原则

上按三个集团龙头高中学校面向贵

阳市招生总计划 2%的比例安排招

生计划，贵阳一中 21 名，贵阳实验

三中 10名，贵阳民中 9名。其中，贵

阳一中和贵阳实验三中集团内成员

学校招生计划纳入网上配额生招

生， 贵阳民中集团内成员学校招生

计划由贵阳民中自主招生。

值得注意的是， 以下三类学生

可以享受配额生政策，分别为“三

区一地” 和其他区（市、县）的户籍

学生， 连续在辖区内同一初中学校

就读初二、 初三年级的；“三区一

地” 和其他区（市、县）户籍跨区就

读的学生， 具有同一初中学校连续

三年学籍的； 非贵阳市户籍的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 在贵阳市就读九年

义务教育且初中三年在同一学校就

读的。

不属于以上三种类型的学生以

及往届生，不能享受配额生政策。配

额生录取在各学校（单元）分配到

的示范性高中配额生计划内择优录

取。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阳市初中配额生指标划定

500名群众 健步观山湖公园

26家房企已预定 32个展位

2018贵阳房交会

招展工作进入尾声

第十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

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

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

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

补偿。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 买卖或

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土地的使用

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

地利用土地。

第十一条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

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等非公

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并对非

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十二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禁止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

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雨中健步的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