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邀来自香港的乐团以非物

质文化遗产为题为观众带来

一场音乐盛宴

本报讯 9 月 13 日， 贵阳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市人大机关第

二会议室召开贯彻《贵阳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为 “决

定” ）推进工作会，全面维护贵阳市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

当天会上，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指出，全市法院将贯彻人大《决定》要

求， 将进一步规范执行， 推行阳光执

行； 用好贵阳市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

戒云平台，及时扩大联合惩戒宣传，形

成威慑；同时，发挥全市执行工作联席

会议的作用，与各部门配合，严格打击

拒执犯罪行为。（实习记者 梁俊鹏）

《黔风港韵》

今在孔学堂奏响

本报讯 今日，“《黔风港韵》

———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共赏” 音乐

会将在贵阳孔学堂奏响。 音乐会特邀

香港乐团竹韵小集与贵州省民族乐团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 为观众带来

一场音乐盛宴。

该音乐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联合贵州省文

化厅与贵州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

室，于“2018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期

间联合举办。 13日，媒体先行试听香港

“竹韵小集”演奏的曲目，扬琴、高胡等

传统乐器合奏出婉转悠扬的乐曲，令现

场媒体为之点赞。

本次音乐会上，香港“竹韵小集”

将演奏 《凉茶谱》、《火·龙舞》、《银

河双星》等曲目，贵州民族乐团也将

献上《欢乐的苗家》、《景玲珑》、《苗

岭的早晨》等精彩的演出。 贵州省民

族乐团龙团长表示：“黔港两地，对于

传统文化的秉承是相同的， 通过展示

传播民族音乐， 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地

音乐之美。 ” （本报记者 杜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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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八届中国（贵州）国

际酒类博览会暨 2018 贵洽会已于

9月 12日闭幕，9 月 13 日， 记者从

第八届酒博会暨 2018 贵洽谈会成

果发布会获悉，本届酒博会期间，观

展人数累计达到 34.5 万余人次，实

现现场展馆交易 241.5 亿元， 同比

增长 145.5% ， 其中现场签约额

238.8亿元。

本届展会以 “荟萃全球佳酿

促进投资贸易” 为主题，展览总面

积 72000㎡， 设置国际标准展位

3000 个，设展馆（展区）8 个，有国

际名酒馆、中国名酒馆、境外酒类综

合馆、省市区精品馆、酱香核心产区

馆、涉酒全产业链馆、“酒 +” 馆以

及啤酒展区和美酒嘉年华活动区。

截至 9月 12日闭幕，展会期间

有参展商 2000 余家、 专业采购商

20000 余人参展参会， 观展人数累

计达到 34.5 万余人次，实现现场展

馆交易 241.5 亿元 ， 同比增长

145.5%， 其中现场签约额 238.8 亿

元。 本届酒博会暨贵洽会共有 2221

名嘉宾参会。

本届酒博会期间举办了 42 项

活动。 其中包括开幕式、领导巡馆、

会展经济发展论坛、2018 全球酒业

峰会暨世界酒业经销商大会、 参展

商与采购商对接会等 10 项主体活

动，2018 产业大招商重大项目开工

仪式、 聚焦 5G·智能终端产业研讨

会等共 20场产业大招商高峰论坛、

研讨会， 以及境内外参展商推介活

动、美酒嘉年华、国际花式调酒大赛

等 12场市场化活动等。 其中，印度

作为主宾国参会，在 9 月 10 日分别

举办了印度投资机遇商业论坛、印

度鸡尾酒招待会等系列活动。 主宾

省湖北省在开幕式上全面推介了湖

北经济社会发展、 自贸区建设等方

面的成功经验， 湖北省馆全方位展

示了稻花香、劲牌、白云边等知名酒

类产品， 引起了参会嘉宾客商的热

烈反响。

今年六号馆展馆特别设立了

“涉酒全产业链馆” ， 馆内设有烈

酒、黄酒、葡萄酒、洋酒、酒文创及综

合配套服务中心等全产业链展览展

示区，会稽山绍兴酒、张裕葡萄酒、

南山集团、 青岛啤酒、 优越集团等

100余家企业参展。

此外，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黔西

南州“旅游 + 布依 + 古安南茶酒”

多产业融合发展推介会等活动，以

山地旅游、茶酒文化、布依文化为

主题， 以茶酒全产业链发展为实

例，阐述了黔西南产业融合发展的

思路，搭建了开放式产业交流和合

作平台。

本届大会汇聚了来自海内外众

多知名酒业品牌。共有来自法国、意

大利、 智利等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余家参展商参展。 其中境外参

展商 953 家， 知名酒庄有拉菲、拉

图、木桐、奔富、GVP 酒庄、奥比昂

等；国内有茅台、五粮液、董酒、泸州

老窖、郎酒、汾酒、剑南春、古井贡、

雪花啤酒等来自 23 个省（区、市）

的 1076家酒企参展。展品涵盖烈性

酒、葡萄酒、啤酒和黄酒四大酒类，

种类超过 23815个。

此外， 第八届酒博会暨贵洽会

召开的图片于 9月 9 日在纽约时报

广场大屏幕滚动播出， 关于酒博会

暨贵洽会的英文报道和纽约时报广

场的大屏广告引发国际媒体广泛关

注， 目前已有全球十几个国家的

230家媒体转发，覆盖超过 1.3 亿人

次的海外受众。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同比增长145.5%，其中现场签约额238.8亿元，举办各类活动42项

酒博会盘点 展馆交易超两百亿

昨日，记者从有关会议上获悉，

2018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投

资贸易洽谈会期间， 我省通过贵州

省产业投资智库、 举行产业研讨会

等，取得丰硕成果，贵洽会架起了贵

州与全球企业合作新桥梁。

在贵洽会期间， 我省搭建的贵

州省产业投资智库是在全省产业大

招商突破年背景下首次组建，筛选了

国内外各行业 31名具有较强企业影

响力和行业号召力的高端人才作为

贵州省第一批产业投资智库专家，指

导和帮助我省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中的招商引资工作，提高全省产业大

招商的质量，为推进我省产业招商市

场化、国际化、高端化、成果化提供强

有力的智力和资源支撑。

另外，2018 贵洽会期间， 我省

举行了 15场产业研讨会，主要有五

大成果。

一是集聚一批行业专家为贵州

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出谋划策，助

推贵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贵州后

发赶超增添新动能。

二是邀请一批 500 强企业、上

市公司、优强企业等参会，会上积极

开展项目深度对接和洽谈， 形成一

批投资意向， 将助力贵州内陆开放

型经济建设跨步发展。

三是签约一批合作意向， 将助

力贵州加快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打造内陆

开放新高地。同时，通过前期的对接

考察和会前的洽谈交流， 有效促成

一批意向投资项目。

四是发布一批重点项目， 为海

内外参会嘉宾、企业增进了解、增强

投资信心打下坚实基础。

五是形成发布了一批共识、成

果， 为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增

添了新活力。

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局长马雷介

绍，2018贵洽会期间，集中开工新引

进项目 267个、投资总额 1069.78亿

元，发布了年度第 7批 300个重点产

业招商引资项目、 招商金额 1726.8

亿元，现场签约投资类项目 30个、项

目总额 412.61亿元。 与贵州省商务

厅、九个市（州）及贵安新区等举办

了 15 场“1+1+ 产业链” 产业研讨

会，形成了一系列研讨会共识。 参会

海内外嘉宾、客商一致认为，2018贵

洽会彰显了“高端化、国际化、产业

化、成果化” ，影响力越来越大，品牌

知名度越来越高，贵洽会已架起贵州

与全球企业合作的新桥梁。

本报记者 杨林国

实现现场展馆交易 241.5 亿元，

同比增长 145.5%， 其中现场签约额

238.8亿元。

展会期间， 有参展商 2000 余

家、 专业采购商 20000 余人参展参

会， 观展人数累计达到 34.5 万余人

次。 共有 2221名嘉宾参会。

共有 41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余

家参展商参展。 其中境外参展商 953

家，知名酒庄有拉菲、拉图、奥比昂

等；国内有茅台、五粮液、董酒、泸州

老窖、 剑南春等来自 23 个省 （区、

市）的 1076家酒企参展。展品涵盖烈

性酒、葡萄酒、啤酒和黄酒四大酒类，

种类超过 23815个。

“贵洽会”成全球企业合作新桥梁

■相关新闻

为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在第 34 个教师节期间，沙南社

区党委班子成员及工作人员专程来到贵阳市第二十九中学、绿苑中学、

绿苑小学等辖区学校，向站在三尺讲台上的老师们送上鲜花和祝福，感

谢他们对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同时也用实际行动表达了社区尊师

重教和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和重视。

图为沙南社区工作人员向绿苑中学的教师送上鲜花和教师节的祝福。

田兰婷 赵松

鲜花送老师

本报讯 近期，有市民提出不允

许进城的大货车， 却频繁出现在贵

阳城区， 是否是交警对此不管。 对

此，9月 13日，市公安交管局向市民

答疑：目前，贵阳市有 39 项市政重

点工程刚需大货车，670余辆备案大

型货车会在早晚高峰外的白天时段

按照审批线路驶入禁行区域， 望市

民支持市政建设，给予包容理解。

2014年 11月，贵阳市出台“禁

止大型货车入城” 的规定，对市区道

路交通秩序进行维护和安全保护，

但随着城市建设发展， 重点工程项

目对货车的刚性需求， 大货车禁行

入城并不能一刀切。 特别是近年来，

贵阳发展速度迅猛，至目前，贵阳的

市政重点工程项目就有 39个，其中

包括污水处理厂建设、 再生水厂建

设、轨道交通建设、棚户区改造等关

乎民生的项目，都离不开大货车。

贵阳交警表示， 为保障市政重

点工程顺利进行按时完工，目前，交

管部门按照各工程和项目的实际用

车需求， 共批准 670余辆备案大型

货车， 可在除早晚高峰外的白天时

段按照审批线路驶入禁行区域。 对

其他在禁行区域内的非市政重点工

程用车，经交警部门批准备案后，只

允许在夜间规定时段按照规定线路

行驶。对于渣土运输车，交警部门只

对已在城管部门备案获得渣土运输

资格的货车进行审批。

同时， 交管部门会通过全市监

控系统，对获得通行批准的货车进行

实时监控，对超出通行线路和时段的

大型货车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取消

通行资格。

（本报记者 李强）

大货车不能进城

却为啥频现城区?

贵阳交警解答市民疑问：

39项重点工程用车需要，望市民包容理解

本报讯 9月 12日，省民政厅邀请

贵州省教育发展基金会等 10 余家全

省性社会组织和省直机关驻晴隆县扶

贫工作队召开座谈会， 推进社会组织

帮扶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

会上， 工作队介绍了晴隆县三宝

乡、鸡场镇、紫马乡贫困村在中小学图

书和人居环境整治、产业、民生等项目

情况，与会的社会组织负责人表示，将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并对项目进行认

领，省教育发展基金会对鸡场镇、紫马

乡中小学图书 48000 余册、课桌 1400

余套进行认领，价值 150 万元；省大地

公益基金会对鸡场镇、紫马乡 30 余名

农村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助学资金进

行认领，资助 13万元。 （曾秦）

■新闻速递

推进社会组织

帮扶贫困村脱贫

省民政厅：

用好惩戒云平台

扩大联合惩戒宣传

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召开贯彻

相关决定推进工作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