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幕式将于 6 月 28 日晚

19:30 在西南国际商贸城财神

广场举行。 今年的开幕式将以

“六个观山湖” 城市发展理念

为核心， 通过湖娃带领全场观

众游历一场穿越时代， 城市与

未来的追梦之旅， 打造一场情

境、情景、情感交融的演出，较

往届相比更具时尚感、科技感。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场分设了入

场空间、观众空间、舞台空间，

入场空间将以互动、 体验方式

感受建国 70 周年以来的历史

变革； 观众空间将通过灯光投

影呈现出由 6 色花瓣组成的花

朵， 以视觉影像体现 “滨湖花

城” 的城市定位； 舞台空间将

构建虚拟湖面舞台， 以演出秀

打破舞台与观众界限， 整场开

幕式演出将打造成一场 “大型

情景灯光艺术表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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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12日， 记者从观

山湖区宣传部举办的新闻通气会

上获悉，第四届“爱心观山湖” 旅

游文化节将于 6 月 28 日在贵阳西

南国际商贸城正式拉开帷幕。本次

活动为期近两个月， 共分为开幕

式、系列活动、闭幕式暨草莓音乐

节三个版块，将为广大市民和游客

带来别样的夏季体验。

本次活动以“爱心观山湖 美

好新时代” 为主题，由中共贵阳市

委宣传部、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指

导，中共观山湖区委、观山湖区人

民政府主办，中共观山湖区委宣传

部、 观山湖区文体广电旅游局、碧

桂园集团贵州区域承办。活动为期

近两个月，在以贵阳西南国际商贸

城为主会场的观山湖全区进行，预

计 8月 18日结束。

本届旅游文化节由开幕式、系

列活动、闭幕式三个版块组成。 今

年各个版块的策划组织都紧扣时

代新风， 充分结合庆祝建国 70 周

年、脱贫攻坚等时代背景，同时，将

融合大旅游、大数据、大商贸，把旅

游文化节进一步打造成 “文旅名

片、城市品牌、产业平台”三位一体

的新范本，形成一批观山湖城市文

旅 IP， 推荐一批城市文旅项目，串

联一批文旅产业经济链。

系列活动包含时尚文化活动、

镇（社区）文化活动、西南国际商贸

城文化旅游活动三大类 20 项系列

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群众参

与面广。其中，由观山湖区融媒体中

心创新设计的“打卡新地标 致敬

新家园”H5线上互动活动，通过选

取火车北站、 奥体中心、 钟书阁等

10 个代表性的观山湖区 “新地

标” ， 制作推广地标主题的 H5，广

泛征集网友上传的主题模版图片，

以此展现城市地标美景。同时，由区

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扶贫办和

观山社区联合举办的黔货爱心巡礼

周活动，将大力推广观山湖区镇、社

区和结对帮扶地区以及贵州特色农

产品，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闭幕式暨草莓音乐节将于 8

月 18 日在西南国际商贸城举行。

其中，闭幕式以“美好派对” 为主

题，以旅游文化节系列活动精彩内

容展演的形式，共同打造时尚风格

的闭幕派对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为期两天的草莓音乐节将为广大

乐迷们奉上一场经典与流行共融

的音乐盛会。 （本报记者 张鹏）

“爱心观山湖”旅游文化节月底开幕

在西南国际商贸城举行，为期两个月，期间有草莓音乐节等 20个系列活动

■新闻速递

■聚焦开幕式

2018年观山湖区旅游文化节活动相关图片

本报讯 贵州省最新发布的 《关

于进一步规范“小型汽车分科目跨驾

驶培训机构培训” 相关业务办理工作

的通知》规定：6 月起，小型汽车分科

目、 跨驾驶培训机构培训将在全省范

围内全面推行。

据了解，早在 2016 年初，贵州省

就实现了地级行政区划内小型汽车分

科目、跨驾驶培训机构培训，培训学员

可根据实际情况， 在学习过程中自主

决定转至该市其他培训机构继续培

训。 据不完全统计，该措施实施以来，

已有 3000 余名学员办理小型汽车分

科目、跨驾校培训。

今后， 参加小型汽车驾驶培训的

学员，只要按照《贵州省机动车驾驶培

训教学与考试大纲》 要求完成已在培

训的科目， 即可在全省范围内自主选

择另一驾驶培训机构参加其他科目的

培训。学员只须填写《小型汽车驾驶培

训学员转校申请表》 交予接收的驾驶

培训机构， 即可实现跨驾驶培训机构

培训一站式办理。（本报记者 王芳）

本月起———

本报讯 本报 6月 5日报道了“贵

州开通婚姻登记网上预约服务， 初期

可登录‘贵州省民政厅官网’ 和‘云

上贵州多彩宝 APP’ 两种渠道办理婚

登预约（含具体操作流程）” 的消息，

引起广大读者关注。6月 12日，记者从

省民政厅获悉， 全省婚姻登记网上预

约又增添一种新的便捷渠道———关注

“贵州民政” 微信公众号，在微信上也

能办理婚登预约了。

据介绍， 在微信上办理婚姻登记

预约的流程为：在“贵州民政” 微信页

面右下角点击 “办事大厅” 菜单

栏———选择 “婚姻预约”———根据提

示选择“结婚登记” 或“离婚登记”

———录入双方基本信息———校验身份

证信息———选择预约的时间和登记机

关，即可完成预约。

据婚登工作人员介绍， 通过网上

预约，新人办理结婚登记最快不到 10

分钟即可完成。 （本报记者 曾秦）

追踪报道:全省婚姻登记

网上预约再添新渠道———

贵州民政微信公众号

也能办理婚登预约

本报讯 6 月 12 日上午， 第四

届全国导游大赛贵州赛区选拔赛在

贵阳落下帷幕。通过系列选拔，大赛

从贵州各市州 20 名选手中评选出

2 名优秀导游代表贵州省参加第四

届全国导游大赛。

据了解， 本次比赛由贵州省文

化和旅游厅、省总工会、共青团贵州

省委、省妇联主办，贵州省旅游学校

承办， 多彩贵州城协办在多彩贵州

城展示中心举行。 本次选拔赛奖项

设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

奖 5名，其余选手为优胜奖。

经过激烈角逐， 最终来自黔东

南州的张敏和安顺的余澜 2 名优秀

导游获得一等奖， 这 2 名选手将代

表贵州参加今年 9 月在宁夏中卫市

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导游大赛， 展示

贵州导游职业风采。 （邓丽娜）

贵州赛区

2名选手入围总决赛

本报讯 6 月 12 日下午，由贵

州省水利厅和共青团贵州省委联

合主办的 2019“水美贵州杯·保护

家乡河” 演讲大赛总决赛在贵州

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15 位

选手经过激烈比拼，最终产生一等

奖 2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8 名

及“人气王”特别奖 1名。这 15位

选手均被聘任为贵州首批 “节水

大使” 。

本次大赛于 3 月 22 日纪念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时正式

启动，共设贵阳市、遵义市、贵安新

区等 9 个分赛区，分赛区 9 名冠军

和网络投票产生的 6 名人气选手

共 15人参与总决赛角逐。

“贵州降水丰沛，河网密布，其

中流域面积超过 50 平方公里的河

流有 1059 条， 叫得出名字和河流

有 4697 条。 ”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演讲大赛，旨在进一

步加大《贵州省河道条例》的宣传

力度，提升公众参与水资源保护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广泛动员全社会

参与到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的

行动中来，营造全社会参与保护江

河湖泊、推进大生态战略的良好氛

围。 （本报记者 曾秦）

15名选手 讲述“水美贵州”

我省举行“保护家乡河” 演讲总决赛———

选手获奖现场

第四届全国导游大赛

考驾照

可分科目跨校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