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 月 14 日， 贵阳

市南明区教育局下发 2019 年

小学一年级、 初中一年级网上

预登记的通知。其中明确，年满

6 周岁的南明区户籍适龄儿

童、 区外就读的南明区户籍应

届小学毕业生（南明区公民办

小学应届毕业生， 由学校统一

填报，家长不用进行网上登记）

需在网上做网上预登记。 登记

网 址 为（http://nmedu.gzsedu.

cn/�）。

2019 年小学一年级登记

对象为，年满六周岁（2012 年 9

月 1 日— 2013 年 8 月 31 日

出生）的南明区户籍适龄儿童，

预登记时间为 3 月 15 日至 3

月 22 日，补登记时间为 5 月 3

日至 5月 10日。

区外就读的南明区户籍应

届小学毕业生， 登记时间为 3

月 15 日至 3 月 22 日， 补登记

时间为 5 月 3 日至 5 月 10 日。

完成预登记后， 家长须携带南

明区户口簿、 房产证或购房合

同及购房合同备案登记表、小

学毕业证明（或小学就读学籍

证明），于 5个工作日内到南明

区教育局现场审核。

此外， 南明区教育局转学

登记也即将开启， 预转入公办

学校就读的南明区户籍学生，

可在 3 月 16、17 日进行登记，

补登记时间为 5 月 11、12 日。

登记方式为携带户口簿、 法定

监护人房屋产权证（或法定监

护人购房合同及备案登记表）

等原件资料在南明区教育局现

场登记。 （谢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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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南·林樾综合体项目使用贵阳市环城林带林地的社会公示

中南·林樾综合体建设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经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经济发展贸

易局备案 （贵州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2018-520116-70-03-360240），并于 2019年 2

月 20 日经贵州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列为贵州省 2019 年度

重点项目。 因项目红线范围内涉及林地，项目

业主向我局申请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根据贵州

省林业厅《关于做好贵阳市环城林带范围内建

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社会参与工作的通

知》（黔林资通〔2016〕594 号）、贵阳市生态

文明委员会《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使用贵阳市环

城林带林地社会公示和听证实施办法（暂行）

的通知》（筑生态文明委通〔2016〕367 号）文

件要求，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中南·林樾综合体项目总投资 300000 万

元， 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临空总部区，

用地面积 9.6816 公顷，涉及林地 2.7318 公顷。

主要建设内容为：居住、商业用房及配套设施。

二、使用林地情况及使用林地后的占一补

一措施：

项目红线范围内涉及贵阳市环城林带林

地 2.7318 公顷，地类为乔木林地、特殊灌木林

地，森林类别为地方公益林，林地保护等级为

Ⅲ级。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拟购买息烽县青

山苗族乡青山村防护林 203.8 亩 〔黔（2018）

息烽县不动产第 0001002 号〕作为贵州双龙航

空港经济区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占一补一” 储

备用地，项目业主将按相关规定有偿从上述地

块中划取 2.7318 公顷作为该项目使用林地

“占一补一”用地。

三、征求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范围为社会公众及该项目利

害关系人；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为该项目使用

林地有关事宜。

四、公示起止时间：

2019年 3月 11日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5

个工作日）。

根据相关规定，我局拟对该项目使用林地

审核上报，相关单位和个人对该项目使用林地

及采伐林木事宜有异议或意见，请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下午 17:00 前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向我局书面反映，反映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

件及联系方式。我局将认真核实，及时处理。如

无异议， 我局将根据该公示内容予以上报，逾

期不受理。

联 系人：周超男；

传真号码：0851-85517813；

邮箱：122171055@qq.com

�������单位地址：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太升国

际 A3栋 14楼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生态建设管理局

2019年 3月 11日

■办法解读

专题问答

《贵阳市房屋专项

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五）

《贵阳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自 3

月 1 日起施行， 贵阳晚报楼视界

与贵阳楼市网微信 2 月 21 日进行

了解读， 刊发后读者网友反响热

烈。 纷纷通过电话或者贵阳楼市

网微信留言对相关问题进行咨

询。

记者对读者网友的留言进行

了梳理归纳，整理出 20 多个关注

度高的问题， 就这些问题采访了

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

责人， 相关负责人对这些问题进

行解答， 本报以问答方式陆续刊

登出来， 希望对广大市民理解把

握《办法》有帮助。 今日刊登第五

部分。

13、专户管理银行按照合同约

定，负责办理维修资金账户设立、交

存、使用、结息、划转、结算、核算、对

账、查询等事务，是否还向维修资金

申请使用人提供维修资金管理使用

涉及的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审价等服

务？

答：新《办法》中为解决维修资

金使用过程中业主监督难的困难，

明确了由专户银行委托第三方专

业机构向维修资金申请使用人提

供审价、审量等专业服务，业主不

需要承担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的

费用。

14、 利用物业管理区域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活动所得

收益，是否可以用于补充维修资金？

答：可以。

15、业主大会成立前或者业主

大会成立后未申请划转自管维修

资金的，维修资金由哪里代为集中

管理？

答：业主大会成立前或者业主

大会成立后未申请划转自管维修

资金的， 维修资金由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代为集中管理。 市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维

修资金的监督管理工作。 区（市、

县）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

职责负责本辖区维修资金的日常

管理工作。

本报记者 商昌斌

本报讯 老旧家电危害大，及时

换新大有必要。 为倡导健康消费，3

月 18日（下周一），贵阳晚报将联合

贵州苏宁易购，携手贵州省商务厅、

贵阳市商务局、南明区委宣传部、南

明区新闻中心、 南明区太慈桥社区

服务中心，共同发起贵阳地区的“以

旧换新”活动。

据悉， 于 3 月 18 日在中国铁

建·水岸广场中庭举行的“315 全民

焕新节”启动仪式上，苏宁易购将推

出 10亿元的“以旧换新”补贴，对有

意向以旧换新的用户， 实行先补贴

再回收，免除后顾之忧。

据了解，政府落地家电以旧换

新政策已经有十年，到今天，新技

术迭代涌现，消费者高品质消费需

求持续高攀，以旧换新也迎来了新

的爆点。 3 月 6 月，国家发改委主

任何立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记者会上表示，旧汽车、旧家

电的回收可以推动循环经济进一

步发展。

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3

月 13日，苏宁易购在全国陆续落地

了 2019“苏宁 315 焕新行动”，倡导

消费者“以旧换新”，告别高能耗、高

污染，选择绿色、健康和更加智能的

新一代家电。目前，济南、南京、成都

和杭州等近 30 座城市的“焕新行

动”已经火热展开，接下来贵阳、长

沙、青岛和深圳等地将陆续接棒，为

践行循环经济，开展各式各样的“焕

新行动”。苏宁易购此次先行补贴的

玩法，在业内属首创。

（本报记者 孙维娜）

3月18日，贵阳晚报携手多家机构发起“以旧换新”行动

家有旧电器 快拿去“换新”

本报讯 3 月 14 日， 记者

从相关媒体通气会上获悉，第

五届贵州高考招生志愿填报咨

询会将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在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1 号馆

举行。 届时，300 多家全国高

校、 东盟国家部分高等院校以

及部分留学机构的招生咨询老

师将在现场， 为贵州考生及家

长解答高考志愿填报、 学习生

涯规划等普遍关心的问题。

本届咨询会由贵阳晚报、

贵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贵

州广电新媒体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联合主办， 贵州普学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贵州启程传媒有

限公司、 贵州启程会展有限公

司执行承办， 旨在为广大贵州

考生与高校搭建集中高效的信

息咨询服务平台。 活动为公益

性质， 参加的学生及家长不收

取任何费用。同时，主办方将继

续发挥主流媒体优势， 为咨询

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更多

地对参与咨询会的 985 院校、

211 院校以及其他在贵州招生

的众多院校做好招生宣传与服

务工作。

今年， 展会规模约 12000

㎡，共设 300个标准展位，设置

了省内外各大高校展区、 留学

机构展区、咨询区、高校直播区

等区域。在布局上，本次咨询会

现场将打破各参与高校“一锅

粥”的混乱布局方式，采用“大

区”划分的方式，将东北、西北、

华北、西南、华中、华东、华南等

分块安排， 统筹各参与高校到

相应区域，让家长、考生能够更

清晰的前往咨询。

相较往年，今年的咨询会新

增了高校直播区，届时将邀请现

场参展的各大高校老师进入直

播区，为考生及家长现场解读招

生政策、如何填报志愿等，面对

面帮助考生及家长答疑解惑。另

外， 无法前往现场的考生及家

长，也可通过观看直播了解更多

填报志愿注意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 从今年 4

月起，贵阳晚报、贵州广播电视

台经济广播将分别持续开展

“高考公益讲座”与“高校招生

面对面”专题活动。

今年 3月至 5月期间，《贵

阳晚报》 教育周刊将每月举办

两场“高考公益讲堂活动”，6

月将举办五场。 每期讲座将邀

请高校招办负责人、学科教授、

志愿填报研究专家、 知名企业

人事部门负责人等， 为考生及

家长分析贵州省高考志愿填报

现状， 解答如何将模拟成绩对

标高考成绩、 如何根据模拟成

绩定位目标大学等问题。 内容

涵盖职业规划、 志愿填报政策

讲解等，活动报名热线（0851—

82276392）。

而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每天 17:00—18:00 时段， 贵州

经济广播“调频（贵阳）FM98.9”

将面向全省推出“高校招生面

对面”栏目，以直播形式推出，

为贵州省 40 余万高三学子和

在黔招生的髙校搭建“空中交

流”平台，同时邀到全国上百所

知名高校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

间， 与广大学生、 家长共话高

考， 就如何择校填报志愿等方

面进行直接交流的双向互动。

（本报记者 谢孟航）

2019 年贵州省第五届高招会将于6 月24日举

高考填志愿 别错过高招咨询会

南明区幼升小小升初今起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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