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出你心中的贵州好味

道” 活动结束

30多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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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饭店 28楼爱心老酒收藏家孙建春， 感恩

新老客户，长期开展“卖万元陈年老酒送六百现金

红包” 活动，凡在收藏馆成交的客户，就送油米雨

伞等精美礼品。成交上万元，再送 600元现金红包。

孙建春说，他们大量收购茅台、习水大曲、平坝

窖酒、安酒、鸭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大曲、匀酒、

金沙窖酒等贵州名酒。 回收新老茅台系列酒，包括

90 年代茅台、80 年代茅台、地方国营茅台、三大革

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 还有十七大名酒、新

老五粮液、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

沟大曲、黄鹤楼酒、全兴大曲、沱牌曲酒、泸州老窖、

武陵酒、宝丰酒、宋河酒、西凤酒、汾酒、郎酒等各类

名酒。 贵阳及周边地区可免费上门收购，外地量大

可上门收购。

不仅是老酒，在贵阳饭店 28 楼，一个装茅台酒

的旧木箱，都能卖一万元。 “旧木箱，年份茅台，这

在老酒收藏界都是稀世珍宝， 咱们必须珍视它，用

高价来体现它的价值。所有拿到我们收藏馆的旧木

箱和年份茅台，我们必须高价拿下，让市民满意而

归，不留一分遗憾。 ”孙建春说。

和孙建春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孙为人憨厚、直

爽，懂得与人合作共赢。 收酒时孙建春从来不会在

意一分一厘的赚头，而是千方百计地让客户得到利

益保障。 从孙建春这里离开的客户，脸上多半带着

满意的笑容。而正是因为在孙建春那里从来不会吃

亏，老百姓都愿意把家里的老酒卖给他，长此以往

孙建春得了一个“收酒王” 的雅号。

孙建春把收购老酒，还当作文化事业来做。 所

有的老酒不只是味道好，更重要的承载了酒文化和

酒历史，值得收藏和传承。贵阳饭店 28楼不是因为

其楼层高而成为老酒收藏界的高地， 更重要的是，

它把客户的利益放在很高的位置，它把中国酒文化

历史放在很高的位置。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 可以来贵阳饭店 28 楼

老酒收藏馆。 孙建春将用其十多年的收酒经验，为

大家耐心讲解品酒鉴酒知识。买酒卖酒，地址：喷水

池贵阳饭店 28 楼。 联系电话 18685000755，

0851-85559649

喷水池贵阳饭店 28 楼：

卖万元陈年老酒 送六百现金红包

广告

网上和现场两种方式皆可，对象为普通高校毕业生

直招士官 报名通道开启

6 月 12 日记者从贵州省人民

政府征兵办公室了解到，2018 年女

青年网上应征报名从 6 月 25 日正

式启动，欲参军入伍的姑娘们可在

规定时间内应征报名。

据介绍，2018 年女青年网上应

征报名时间为 6 月 25 日至 8 月 5

日 18时。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含

高校新生）、 普通全日制高校在校

生及应届毕业生，年满 17 至 22 周

岁的女青年，即可报名应征入伍。

6 月 25 日至 8 月 5 日期间，符

合条件的姑娘们可以登录全国征

兵 网（https://www.gfbzb.gov.cn）

填写报名信息。

被确定为初选预征对象的女

青年，8 月 6 日起，登录“全国征兵

网” ，下载打印《应征女青年网上

报名审核表》。 符合国家学费资助

条件的，同时还应下载打印《高校

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申请表》（以下分别简称

《审核表》《申请表》）并交学校学

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

确定为批准入伍对象，由县级

征兵办公室办理批准入伍手续，发

放《入伍通知书》。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来自贵州省人民政府

征兵办公室的最新消息，2018 年直

招士官工作已经启动！ 即日起至 7

月 10日，符合条件的男青年可登录

“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gf-

bzb.gov.cn）报名应征，也可直接

到学校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武装部报

名。

根据我省 2018 年直招士官征

集政策， 今年士官招收对象为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生，男性，所学专业符

合招收专业，未婚，年龄不超过 24

周岁 （1993 年 8 月 1 日以后出

生）。 政治和体格条件，按照《征兵

政治考核工作规定》、《应征公民体

格检查标准》及有关规定执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我

省直招士官涉及通信、 计算机、汽

车制造、机电设备、机械设计制造、

建设工程管理、临床医学、电子信

息、畜牧业、财务会计、自动化 11

个专业类别，补充到陆军、海军等

部队。

本次直招士官，按照网上报名、

体格检查、政治考核、专业审定、批

准入伍、签订协议、交接运输的程序

招收。8月 1日批准入伍，8月 10日

前入营完毕。相关政策信息，市民可

拨打以下咨询电话了解详细信息：

贵州省 0851-85780692、 贵阳市

0851-85785011、 遵 义 市

0851-28031033（28031096）、毕节

市 0857-8737025、 铜 仁 市

0856-5736028、 黔 东 南 州

0855-8735035、 黔 西 南 州

0859-2239027、 黔 南 州

0854-8733028、 安 顺 市

0851-35732023、 六 盘 水 市

0858-8738033。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相关链接

应征当女兵 25日开始报名

本报讯 6 月 12 日，观山湖区

召开新闻通气会， 正式宣布第三

届 “爱心观山湖” 旅游文化节将

于 6 月 22 日开幕， 并将持续到 9

月 2 日。 活动以贵阳西南国际商

贸城为主会场， 在各举办点设分

会场，将全面展示观山湖区“现代

都市·滨湖花城” 的城市形象，并

为市民群众带来一场多层面的旅

游文化盛宴。

据了解，观山湖区“爱心观山

湖” 旅游文化节已成功举办两届，

活动将“爱心观山湖” 与区域旅游

发展、城市文化活动等有机融合，极

大地丰富了观山湖区旅游文化节的

精神内涵。 本届旅游文化节以“爱

心观山湖 奋进新时代” 为主题，由

开幕式、系列活动、闭幕式三个版块

组成。 其中开幕式将于 6 月 22 日

20:00在西南国际商贸城举行。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正值观

山湖区建区六周年， 开幕式将创新

性地结合“六个观山湖” 的城市理

念串联多元化的艺术节目， 以音舞

诗画、大数据裸眼 3D效果及机器人

互动的表演形式举办 “观见盛事·

心动贵州” 主题文艺汇演，为观众

呈现一幅舞台绚丽、 气势恢弘的美

妙画卷。 开幕式将围绕“观山湖区

十佳旅游目的地” 开展推介活动，

通过推出“万达广场”“观山云谷”

“东林寺”“花城夜景”“通源汽车

公园”“双拥公园” 等文化旅游目

的地， 让更多受众了解支持观山湖

区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 进一步提

升该区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同时， 演出活动将邀请著名歌

手韩磊倾情演唱观山湖区拍摄的

《我是老兵》电影主题曲《英雄》，

歌手石头、雷艳、阿娜丹等一众歌手

也将登场献唱， 为观众奉上一场视

听文化盛宴。

据主办方介绍， 此次旅游文化

节系列活动包含时尚文化活动、镇

（社区）文化活动、景点宣传推介活

动、西南国际商贸城文化旅游活动、

招商引资签约活动五大类 21 项子

活动。 其中包括由“定位观山湖” 、

“云游新干线” 、“亲身初体验” 组

成的观山湖旅游景点和重要场馆的

宣传推介活动，区原创歌曲征集、舞

蹈歌唱、书画摄影、征文类的“舞动

新时代·唱响观山湖” 系列文艺文

化活动，2018 年观山湖国际标准舞

全国公开赛、“盛夏炫之舞 爱心观

山湖”———2018贵阳市广场舞邀请

赛等活动；在体育休闲类活动方面，

包括“爱心文化圈·幸福金华园”金

华园社区健康文化节、2018 “徒步

游贵阳”———第二届大型城市徒步

活动；既有体现传统文化、创意文化

的民宿设计大赛、2018 年朱昌镇

“七月稻花节”传统节日活动，也有

融合国际元素、时尚元素、世界杯主

题元素的香港环球音乐嘉年华、泥

浆足球赛、粉滑全城滑水活动等等，

众多活动将多角度、多形式、多层次

展示观山湖区 “现代都市·滨湖花

城” 的城市形象。

另外， 旅游文化节闭幕式将于

9 月 2 日在西南国际商贸城举行。

届时将举办 2018“爱心观山湖” 草

莓音乐节暨闭幕式，活动中，主办方

将为旅游文化节期间举办的“全民

共唱、全民共舞、全民共赏、全民共

赞” 系列歌曲征集、演唱、舞蹈、书

画摄影、 征文等大赛活动获奖人员

及十佳爱心明星进行颁奖。最后，为

期两天的草莓音乐节活动也将如约

而至， 届时将为乐迷们奉上一场经

典与流行共融的音乐盛会， 精彩节

目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张鹏）

第三届“爱心观山湖” 旅游文化节将于 6月 22日开启

著名歌手云集 “烹制” 视听盛宴

本报讯 6 月 12 日， 从第三届

“爱心观山湖” 旅游文化节媒体通

气会上传来消息： 为进一步推广观

山湖区优质旅游资源， 本次旅游文

化节将面向全国开展 “恋上观山

湖”城市形象原创歌曲征集大赛，广

泛征集以弘扬观山湖城市精神，表

现新时代幸福观山湖靓丽形象为主

题的原创歌曲，多角度展示“现代都

市·滨湖花城”的对外城市形象。

据悉， 此次大赛征集对象为全

国各地知名音乐人、 专业艺术院校

和广大音乐爱好者， 参赛作品须是

已完成词曲创作并可以演唱的成熟

音乐作品， 参赛者必须是词曲著作

权的拥有者， 词曲作者为不同作者

的，可共同申报。

活动为期 3个月， 作品征集从

即日起至 7 月 15 日，7 月 16 日至

22 日大赛组委会对所有征集的作

品进行初选，7 月 23 日至 7 月 29

日入围作品将通过观山湖区政府网

站及“幸福观山湖” 微信公众平台

进行展示和投票；7 月 30 日至 8 月

3 日为专家评审阶段， 届时主办方

将通过邀请权威的专业评委并结合

网络投票的方式， 对入围作品进行

评审， 最终结合投票及评审结果评

出获奖作品。另外，在 8月举行的颁

奖及展演活动上，将由“唱响观山

湖” 歌唱大赛的获奖选手演唱获奖

的音乐作品，并进行后期宣传推广。

据介绍， 本次大赛将设一等奖

1 名，奖金 12 万元；二等奖 1 名，奖

金 8万元； 三等奖 1 名， 奖金 4 万

元，并颁发相应的奖杯及获奖证书。

参赛者还可以登录观山湖区政府网

站或关注“幸福观山湖” 微信公众

号进一步查询了解。 （张鹏）

本报讯 6月 5日， 观山湖区司

法局朱昌司法所分别在观山湖区朱

昌小学、朱昌中学开展了系列禁毒宣

讲活动，1400余名师生参加了活动。

讲座中， 授课老师针对在校学

生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差、意志力薄

弱的特点， 用以案释法的方式让学

生更好地接受禁毒知识教育， 引导

青少年学生远离毒品。 （李慧超）

■新闻速递

悬奖 24万元

征集城市歌曲

观山湖区

观山湖区司法服务进校园

开展禁毒宣讲

护航少年成长

本报讯 日前致力于黔货出山

“选出里心中的贵州好味道” 活动

结束。 雷家豆腐圆子、金牌罗记肠旺

面、 龙大哥辣子鸡等贵州知名品牌

在活动中获奖。

据了解，“黔货出山” 是贵州省

委、 省政府帮助贫困地区名特优产

品走向市场的扶贫战略行动。 近年

来贵州大力推动电商先行， 通过帮

助贵州农特产品打品牌、树形象、提

销量，带动了地区发展。

本次“喜新恋旧·守味贵州·选

出你心中贵州好味道” 活动，由多彩

贵州街·出山里联合 FM1102.7 贵阳

交通广播举办，旨在传承贵州味道，

推动黔菜发展。

“黔菜在贵州文化中有着不可

磨灭的一笔， 但同时在以辣出名的

川菜、 湘菜中， 黔菜一直以来属于

“养在深闺人未识” 。 本次选评从 4

月 10 日开始，历时 52 天，共有百万

人次参与。 最终经过评选，金牌罗记

肠旺面，唐万全烤肉、金顶山夏家清

水烫、杨姨妈丝娃娃等 30 余个贵州

知名品牌， 分别获得来 “黔派面

道” 、“黔派烧烤” 、“黔派火锅” 、

“黔派凉菜” 等称号。

除了评选之外，最重要的是，为

帮助黔味出山， 本次还将有 500 万

“守味基金” 对获奖品牌进行扶持，

同时专门活动现场还邀请到 “出山

计划” 助力团队、餐饮文化、餐饮营

销等各路专家针对现场商家进行品

牌梳理、 解答餐饮从业者的各类难

题。

（本报记者 欧鲁男）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