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将举办“百黔百态” 创意字体邀请展

本报讯 以单个“黔” 字为创作

主体，贵州将办“百黔百态” 创意

字体邀请展。

“黔” 是贵州的简称， 一个黔

字，记载着源远流长的黔地文明，代

表了贵州人的热情好客。 那么在设

计师的眼中， 这个字又有着什么样

子的有趣组合？ 日前， 由多彩贵州

街·出山里联合贵州创意设计联盟、

贵州省美术家协会设计艺术委员会

联合发起了大型公益活动，“百黔

百态” 创意字体邀请展，邀请全国

的设计师和设计爱好者，以“黔” 之

名，用创意认识贵州。

大赛将采用定向邀约和公开征

集两种方式，邀请国内知名设计师，

以及面向社会大众广泛征集“百黔

百态” 创意字体，时间从即日开始，

截至 7月 30日，欢迎大家参加。

（本报记者 欧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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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贵州省招生考试

院公布的录取情况，昨日，提前批本

科录取人数：文史类 135 人，理工类

256 人；艺术类无计划招生院校录取

282 人。此外，提前批本科院校投档录

取后部分院校因生源不足， 尚有缺

额，现进行网上补报志愿。 具体要求

如下：

一、定向免费医学生

报考条件： 定向免费医学生报

考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均可报考；

补报志愿录取： 优先录取定向

县户籍考生；如定向县生源仍不足，

将从定向县所在市（州）生源中录

取；定向县所在市（州）生源不足的，

将在全省所有补报考生中从高分到

低分择优录取。

二、其他院校补报缺额数及补报

分数线见附表； 考生补报志愿时，请

仔细查阅《贵州省 2018 年高考高校

招生专业目录》和院校招生章程，了

解院校招生专业的详细要求。

三、本次补报设置一个志愿(作

为考生提前批本科第 4 志愿)， 网上

补报志愿时间为 7� 月 11 日 18：00

至 12 日 9:00，考生凭准考证号和密

码登录“贵州省 2018 年普通高校招

生 志 愿 填 报 系 统 ” （网 址 http:

//gkzy.gzszk.com） 进行网上补报志

愿，超过规定时间后，补报志愿系统

将自动关闭。

四、投档时，根据院校缺额和考

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投档， 由院校

择优录取。

另外， 艺术类梯度志愿本科院

校投档后，部分院校因生源不足，尚

有缺额，现进行网上补报。 考生可根

据缺额情况，及时补报志愿。 具体要

求如下：

一、文化成绩

艺兼文：播音编导 405 分，美术

设计 382 分，音乐表演 358 分，舞蹈

334。

艺兼理：播音编导 322 分，美术

设计 303 分，音乐表演 284 分，舞蹈

265。

二、专业成绩

贵州省相应统考成绩及校考成

绩均合格。

三、 本次网上补报设置 1 个志

愿，每个志愿设置 1 个专业，网上补

报志愿时间为 7 月 11 日 18:00 至 12

日 9:00，考生凭准考证号和密码登录

“贵州省 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

填报系统”（网址 http://gkzy.gzszk.

com）进行网上补报志愿。 超过规定

时间后，补报志愿系统将自动关闭。

四、 填报志愿时考生必须仔细

阅读学校招生章程（简章），全面了

解学校录取原则、学费及对外语、民

族、身高、色弱、色盲等的要求。 希望

考生积极填报，以便争取录取机会。

（本报记者 张梅）

补报志愿的考生看过来

今年我省普高招生提前批本科院校和艺术类志愿缺额统计出炉

本报讯 随着网约车的普及，出

门前用手机叫个车已经成为了不少

市民出行的新选择。 你知道贵州人

叫网约车最爱去哪里吗？ 哪个城市

的人最爱使用网约车？ 哪些景点是

网约车热门景区？ 7 月 11 日，一家

网约车运营机构发布了贵州出行趣

味大数据。

这份出行趣味大数据很好地展

现出贵州人出行的时代地域化特

征。 如遵义是贵州“加班狂” 城市，

55.33%的遵义用户， 打车目的地都

是上班地点， 且夜晚最爱打车去的

地方也是办公区域。 黔西南小伙伴

最喜欢打车去“吃喝玩乐” 类目的

地， 全省其他城市打车去此类目的

地的比例为 24.68%，而黔西南作为

旅 游 人 气 热 门 地 ， 比 例 高 达

32.99%。 贵阳的火车站、机场、汽车

站等远行类订单占比全省第一。 贵

阳场站类订单占比 16.26%，而全省

平均是 8.51%。 铜仁市度假、差旅人

气高，对酒店格外偏爱。 以酒店、度

假村、 宾馆为目的地的订单占比

16.26%， 而全省酒店类订单平均占

比仅有 8.51%。 以银行类为目的地

的订单中，黔南州占比最高，这一比

例是 3.35%， 全贵州省这个比例为

2.17%。

据这家运营机构发布的数据显

示，在贵州，最爱打车的小区不是贵

阳， 而是遵义。 最土豪最任性的乘

客， 要数一位打车从黔西南兴义市

白碗窑镇到杭州东站的乘客， 他花

了 5000多元，跑了 2000多公里。

（本报记者 欧鲁男）

本报讯 在各类行业中，哪些工

作是最受就业者关注的， 哪些产业

又出现大规模“裁员” ？ 日前，贵州

省统计局公布了 2017 年全省非私

营企业从业人员统计报告， 报告显

示，大数据、大健康行业成为就业新

热门。

统计显示， 截止到 2017 年末，

全省非私营单位从业人数为 315.22

万人, 比上年增加 4.75 万人, 增长

1.5%。 其中： 国有单位从业人员

168.29 万人， 同比减少 3.84 万人，

下降 2.2%，集体单位从业人员 4.48

万人， 同比减少 0.28 万人， 下降

5.9%，其他单位从业人员 142.46 万

人，同比增加 8.86万人，增长 6.6%。

从行业类别看，19 个行业中，

有 13个行业就业人数增长，其中增

长最高的行业是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同比增长 42.8%，6 个行业下降，

其中下降最多的是电力、热力、燃气

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25.7%。

从产业来看，2017 年全省非私

营单位从业人员呈现第一、 二产业

从业人员减少，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增长的态势。

统计显示， 随着我省深入实施

“大数据” 战略行动，强力推进“大

健康” 产业，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快

速增长。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卫生和

社会工作等行业快速发展， 这 3 个

行业从业人员比上年分别增长

42.8%、27.1%和 10.6%；在 19 个行业

中增速较快,位居前列。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稳

定增长，比上年增长 5.7%，同比增

加 2054人。

而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库

存、 去产能政策的影响， 我省采矿

业、 制造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

从业人员继续下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省从非

私营单位行业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教

育、建筑业、制造业四个行业，四个

行业从业人员共 195.30 万人，占比

为 62.0%；其他 15 个行业从业人员

共 119.92 万人， 占比为 38.0%。 而

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四个行业从业人员共

8.09万人，占比为 2.6%。 有 14个行

业从业人员占比不到 5.0%，从业人

员行业分布极不均衡。

（本报记者 欧鲁男）

我省非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统计出炉

■新闻速递

大数据、大健康行业

成就业新热门

遵义上班族 最爱网约车

一组大数据统计显示：

以“黔”为名 邀你献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