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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全联房地产商会贵州

分会、 贵阳市房地产商会主办并承

办的改革开放 40 年·房改 20 年贵

州房地产“十大贡献力企业” 、“十

大美好社区” 、“十大匠心品质楼

盘” 评选经过社会公众投票和专家

评审委员会严格考评打分， 现最终

获奖榜单已确定，10 家对城市建设

和贵州房地产业贡献最大的企业和

10个匠心品质楼盘、10个美好社区

从全省上千个企业和楼盘中脱颖而

出，颁奖典礼将于 1月 15日在贵阳

亨特索菲特酒店举行， 届时全国及

省市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将向获奖企

业和楼盘颁奖。

据了解， 此次贵州地产品牌风

云榜评选活动是贵州房地产业权威

性最高、公信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

活动。活动 2018年 12月全面启动。

活动组委会通过行业相关部门、社

会公众推荐和企业自荐等方式，从

全省上千家房开企业 /项目中海选

出 70 家入围企业楼盘。 22 家企业

入围 “贵州房地产十大贡献力企

业” 候选名单，24 个社区入围“贵

州房地产十大美好社区” 候选名

单，24个楼盘入围“贵州房地产十

大匠心品质楼盘”候选名单。

2018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9 年

1 月 4 日是社会公众投票期， 广大

市民通过一点资讯贵州、 ZAKER 贵

阳、 贵州微联盟公众号对候选企业

楼盘进行投票，短短 9天，社会公众

投票数超过 135 万， 访问量超 100

多万人。

2019 年 1 月 6 日至 8 日，进入

专家评审阶段。 专家评审团成员本

着对社会、 对行业企业和市民认真

负责的态度， 逐一认真查看参评企

业楼盘资料， 按照评选标准严格评

审打分。 十大匠心品质楼盘要符合

代表性、专业性、社会性、文化性等

指标要求； 十大美好社区要符合美

誉性、硬件品质、环境配套、物业管

理、 社区文化、 绿色健康等指标要

求。由于涉及的企业楼盘数量多，三

天的评审工作十分辛苦， 但每位专

家都是一丝不苟，客观公正评判。

此次活动评选采取专家评审

团评分及大众投票组合评分制。 专

家评审团测评占 60%的分数，大众

公开投票测评占 40%的分数，根据

这一占比和公众投票、专家打分的

结果最终确定了改革开放 40 年·

房改 20 年 贵州房地产“十大贡献

力企业” 、“十大美好社区” 、“十

大匠心品质楼盘” 获奖企业和楼盘

的榜单。

据悉， 本次评选活动是对改革

开放 40 年来贵州房地产行业的发

展建设成果进行的一次全面盘点和

总结。 此次获奖的企业和楼盘都是

我省最优秀的品牌企业和高品质楼

盘， 代表了贵州省房地产业开发的

最高水平。

为了彰显获奖企业和项目的

影响力， 扩大活动的影响力，2019

年 1 月 15 日， 本次活动的颁奖典

礼暨 2019 贵阳市房地产商会年会

将在贵阳亨特索菲特大酒店举行。

届时，全国及省市相关领导和专家

将为上榜企业和楼盘、 个人授牌，

全省 200 多家房开企业的董事长、

总经理出席，国家级及省市几十家

新闻媒体也将莅临活动现场报道。

目前，颁奖仪式的各项准备工作正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本报记者 商昌斌 余珉琨）

本月 15日在贵阳亨特索菲特酒店举行颁奖典礼

专家评审会现场

本报讯 自 2018年 12 月 23 日

发售春运火车票以来，网上网下各种

售票方式“齐上阵” ，运行平稳有序，

同比总量上升。 目前，今年铁路春运

第一轮火车票预售高峰已平稳度过。

据贵阳火车站统计， 截至 1 月

7 日中午 11 时，贵阳三大火车站已

累计预售春运火车票 （1 月 21 日

春运首日———2月 5日 正月初一）

总数 30.5 万张，其中，贵阳火车站

11.3 万张，贵阳北站 16.8 万张，贵

阳东站 2.4万张。

从春运火车票的购买渠道来

看， 所发售的 30.5万张车票中，互

联网渠道（即 12306网站、12306 手

机客户端）售出 25.8 张，占发售车

票总数的 85%， 其中， 贵阳火车站

10.1 万张，贵阳北站 13.5 万张，贵

阳东 2.2万张。

贵阳火车站相关人士介绍，今

年春运，铁路部门采取了改版 12306

网站页面、优化网络购票流程、实行

网上刷脸核验、开展候补购票和电子

客票试点等多项措施，其中，96.1%以

上的所售车票无需验证码，进一步提

升了广大旅客的购票体验。

铁路部门提示， 按照春运购

票日历， 节后火车票预售高峰日

为 1 月 10 日至 1 月 15 日，即这 6

天最远分别可购买 2 月 8 日（正

月初四） 至 2 月 13 日 （正月初

九）节后第一个离黔客流高峰的

火车票。

贵阳火车站预测，节后自正月

初四（2 月 8 日）开始，随着务工人

员返岗、旅游人员返家、学生陆续返

校，从贵阳去往华东、华南和华北方

向的乘客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叠

加， 贵阳前往这三大方向的火车票

将“一票难求” ，客流高峰将一直持

续到 3月上旬。

铁路部门特别提醒， 春运期间

客流剧增，火车票非常紧张，一定要

提前规划行程，尽早购票。购票时切

记要在铁路部门的正规渠道购买，

不要在第三方网站购票， 最大限度

避免各种风险。

（本报记者 曾秦）

贵阳三大火车站

春运火车票预售超 30万张

节后火车票预售高峰期为 1月 10日至 1月 15日

本报讯 1 月 9 日上午，市文广

新局、 文物局在贵阳阳明祠景区内

隆重举行王阳明逝世 490周年纪念

活动并宣布景区重新进行对外开

放。

据悉，历时 100 余天，贵阳阳

明祠景区已全面完成文物修缮和

展陈提升工程。 本次活动旨在让广

大市民和游客及时共享 2018 年度

文物“十件实事” 项目成果，同时

最大限度吸引广大市民和游客前

来参观。

在去年，贵阳市委、市政府将阳

明祠景区文物修缮和展陈提升工程

列为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一。在修

缮工程中， 不仅对文物进行抢救性

保护设施建设，增加新型陈列布展，

还新设有地面石板铺装、 修建扶风

山人行步道、 新建扶风山展示看护

用房。

“陈列布展上我们突破了以前

千篇一律的人物生平按年代顺序陈

列的线路， 依据阳明祠在我市文物

景区的内涵定位，以王阳明立德、立

功、 立言三部份来陈述一代大儒

“兼三不朽”的人格思想魅力。 ”在

当日的陈列布展上， 王阳明讲学的

沉浸体验厅成了最大的亮点， 工作

人员向记者介绍，现场利用裸眼 3d

与四面投影的技术再现王阳明先生

的现场讲学《训士四条》的场景，对

市民来说更有吸引力。

据了解， 本次陈列对外展出文

物展品 436 件，其中，包含 60 件复

仿类文物展品，376 件清代或民国

年间的书籍类展品。 阳明祠景区所

涉修缮项目于 2018 年 9 月进场施

工，并于 12 月中旬全面完工，历时

100余天。

（本报记者 张晨）

贵阳阳明祠景区重新对外开放

贵州地产品牌风云榜揭晓

历时 100余天，全面完成文物修缮和展陈提升工程

■新闻速递

本报讯 贵阳直飞缅甸曼德勒

航线 1月 8日起正式开通运行。 贵

州游客经历 2小时飞行时间即可抵

达缅甸曼德勒开始古都之旅。

贵阳至缅甸曼德勒航线每周逢

二、 四、 六往返各一班。 去程航班

AQ1203，18：05 从贵阳龙洞堡国际

机场起飞， 当地时间 18：45 抵达曼

德勒国际机场。 回程航班 AQ1204，

当地时间 19：45从曼德勒起飞，23：

45抵达贵阳。

据悉， 自 2018年国庆节起,缅

甸对中国游客开始实行落地签政

策，缅甸不仅有丰富的人文景观，独

特的民族文化， 且消费水平也远低

于国内， 将为贵州旅客春节出行提

供又一个签证便利目的地选择。

（本报记者 陈问菩 实习生 邹坤）

贵阳直飞

缅甸曼德勒

8日开航

每周逢二、四、六往返各一班

本报讯 读书是通往梦想的一

个途径，读一本好书，让我们得以明

净如水，开阔视野，丰富阅历，益于

人生。寒假开端，晚报小记者团特邀

40 组小记者家庭走进钟书阁，通过

设置的有趣活动，了解“网红” 书店

背后的故事， 鼓励小记者开启寒假

阅读模式。

在“我对钟书阁的初印象” 板

块， 小记者们将在书店工作人员的

带领下参观书店全貌， 并通过观察

和开动脑筋揭晓答案。在听“网红”

书店背后的故事板块， 工作人员将

为小记者们讲述书店背后的故事，

表达流利的小记者也可畅所欲言，

分享自己眼中对钟书阁的印象。 在

“小小发言人”环节，小记者将分组

把钟书阁的文化及故事分享给当天

前来阅读的市民并请对方就表现打

分。在职业体验环节，小记者须根据

任务卡完成指定任务， 通过职业体

验， 感受为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背

后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的辛劳。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活动时间：2019 年 1 月 15 日 10：

00———12：00（9：30开始签到）

活动地点：钟书阁

招募对象：40组小记者家庭；

报名方式：关注“贵阳小记者” 微信

公众号（gywbxjz），在后台回复“钟

书阁 + 姓名 + 学校 + 年级 + 电

话” ；

活动详情:详见“贵阳小记者” 微信

公众号。

下周二特邀 40名

小记者走进钟书阁

贵阳阳明祠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