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019 贵阳房地产交

易展示会将于 8 月 16 日至 18 日

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本届房交会开幕式上，将举行“庆

祝新中国 70 华诞 颂歌献给祖

国” 活动。

此次活动有以下几大亮点：一

是参与范围广，规模大。活动有贵阳

市住建局、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贵

阳市民政局、贵阳日报传媒集团、九

三学社、侨联、贵州省市州房协、贵

阳市中介协会、贵阳市物业协会、贵

州省家具协会、律师代表、贵阳市社

会组织、37 家参展房企等组成 50

个参演方队，规模近千人。

二是娱乐性、互动性强。有主唱

领唱、器乐独奏、伴唱等，大家各自

发挥专长，精彩演绎，与现场观众互

动。 三是活动与宣传参展房企和楼

盘巧妙结合起来。 房企通过参与活

动，展现自身精神风貌和企业形象，

为房交会现场增添活跃气氛。 四是

多家媒体现场图文和视频播报。 活

动将有贵阳房交会官网官微、 贵阳

电视台、ZAKER贵阳等媒体平台进

行图文视频报道， 市民可通过这些

平台一睹活动盛况。

组委会负责人表示，目前，活动

细节方案已经确定， 各个参演方队

热情很高， 大家将以最好的精神面

貌，为市民献上一场视听盛宴。

（商昌斌 余珉琨）

贵阳房交会将举行

“颂歌献给祖国” 活动

贵州运动员

摘得滑轮比赛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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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贵州省征兵办公室 《关

于做好 2019年女兵征集工作的通

知》，现将我市今年女兵征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对象及标准条件：女

兵征集对象， 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18 至 22 周岁的普通高

中应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

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 本人

自愿的， 也可征集年满 17周岁的

入伍。 政治条件和体格条件，按照

《征兵政治考核工作规定》《应征

公民体格检查标准》 和有关规定

执行。

二、优先征集：烈士、因公牺

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或同胞姐

妹及现役军人子女符合条件的优

先征集。 优先征集对象及保送生

（省级优秀学生、中学生学科奥林

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外国语

中学优秀学生、退役运动员）未确

定为网上初选预征对象的，经相关

单位出具证明及市征办、 省征办、

国征办逐级审核属实的，列入初选

预征对象。

三、 征集程序：2019 年 6 月

26日至 8 月 5 日 18 时止，应征青

年自行登录 “全国征兵网”（网

址：http://www.gfbzb.gov.cn），真

实填写相关报名信息， 报名截止

后， 教育部学生信息数据库网上

报名系统将自动依据报名人员高

考相对分数 〔高考相对分数 =

（1－当年高考成绩在本省的排

名次序÷当年本省的高考总人

数）×100〕， 按照由高到低的顺

序， 择优选择 6 倍征集任务数的

女青年作为初选预征对象。 被确

定为初选预征对象的， 自行打印

并持《应征女青年网上报名审核

表》和毕业证书、居民户口簿、居

民身份证等， 根据应征地县级征

兵办通知参加政治初审和身体初

检， 合格人员推荐到市征兵办参

加体格检查和综合素质考评。 综

合素质考评，主要采取查验证书、

现场问答、体能测试等方式，对送

检对象的政治思想、身体素质、文

化素质、入伍动机等进行考评，现

场公布考评分数。 对体格检查合

格的应征女青年进行政治考核，

由应征地县级征兵办负责组织实

施。市征兵办集体研究审定新兵，

按照综合素质考评分数由高到低

的顺序，依次批准体格检查、政治

考核“双合格” 女青年入伍。

以上政策由各级征兵办公室

负 责 解 释 。 咨 询 电 话 ：

0851-85785011。

贵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贵阳市2019年女兵征集公告

本报讯 记者从贵遵高速、贵

新高速及贵新联络线贵阳东至小

碧路面维修通气会获悉， 贵遵高

速、沪昆高速等道路在 8 月 5 日零

时起进行路面改造施工。 届时会占

用部分道路施工，同时禁止大型货

车驶入贵遵高速 (扎佐互通—小寨

坝互通段)。

8 月 5 日零时起至 2020 年 5

月 30 日止 ， 贵遵高速 K1320—

K1274 段 (贵遵高速扎佐收费站一

核桃箐隧道)半幅道路封闭施工，另

外半幅道路双向通行。 8 月 5 日零

时起至 9 月 15 日止,G6002 贵阳绕

城高速 K26—K28 段 (小碧服务

区—贵阳东收费站 )、 沪昆高速

K1824—K1826 段以及贵毕公路

K38—K39 路段将占用一条车行道

进行施工。

两条高速公路均车流量较大，

因封闭施工会带来较大的影响，请

注意绕行和施工时间， 以最大程度

避免堵车。

兰海高速贵遵段于 2007 年改

建通车，运行时间已达 11 年。 此次

施工长达 299 天，可能造成较大拥

堵。 因此，将按计划分段进行封闭

施工。

预计 8—11月期间从扎佐收费

站到息烽南收费站，11—12 月期间

从息烽南到息烽收费站，从 2020 年

3—4 月期间将推进到小寨坝收费

站，最后 4—5月期间则前行至核桃

菁隧道。

为此， 特别提醒贵遵线前往遵

义方向的车辆可从贵遵复线通行；

前往乌江、 小寨坝的车辆则建议从

贵遵复线转江都高速前往。

沪昆高速贵新段于 2006 年 6

月建成通车，至今已经 19 年，此次

施工时长为 46天。

为此， 特别提醒贵新线前往

都匀、 凯里方向的车辆可选择从

环高秦祺互通从 G76 厦蓉高速

贵都段行驶； 当施工贵阳东至龙

里东段时小型车辆可选择贵龙大

道行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分别是贵遵和沪昆，部分路段交通管制，请车辆注意绕行

50个参演方队

为你献上视听盛宴

本报讯 8 月 2 日晚， 中南·春

风南岸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举行以“风起，造未来” 为主题的

产品发布盛典。

据了解， 中南·春风南岸是中

南置地在贵阳的二号作品，地处双

龙航空港经济区龙水路贵阳一中

李端棻中学旁。 该项目特邀国际建

筑设计大师毛剑锋领衔上海水石

建筑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国际

顶级景观设计大师马晓晨领衔山

水彼德景观设计公司，为项目打造

五级景观园林及示范区。 现场，建

筑设计大师毛剑锋、深圳设计院院

长邹炯，为现场观众详细阐述了项

目的设计理念和整体规划。

发布会上，为期一个多月的“春

风杯”摄影大赛举行了颁奖，此次摄

影大赛共收获参赛作品 800 余幅，

累计浏览量超 30万次，累计投票达

56225票。贵州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曹经建公布了获奖名单， 并为专业

奖、 优秀奖及人气奖获奖选手颁发

证书。 为了回馈大家的热情与厚爱，

中南·春风南岸推出价值 50000 元

的宝马 1系首付大奖， 更有一系列

重磅奖品回馈给嘉宾， 系列活动将

发布会推向高潮。（商昌斌 ）

本报讯 8 月 3 日，在全国第十

四届冬季运动会滑轮比赛中，我省

运动员鄂英翠为贵州代表团夺得

一枚宝贵的银牌。 这是我省首次组

队参加全国冬季运动会取得的首

枚奖牌。

本届冬运会滑轮比赛于 8 月 1

至 3 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

市举行， 我省共派出 12 名运动员

参加了 6 个小项的全部比赛。 其中

在女子 4×5 公里接力比赛中，我

省运动员鄂英翠与吉林、辽宁运动

员联合组成的接力队取得一枚宝

贵的银牌。 此外，鄂英翠还在女子

个人传统式 1.7 公里比赛中获得

第四名。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十四届

冬季全运会成绩与十四届夏季全运

会成绩合并计算的精神， 鄂英翠的

这枚滑轮 4×5 公里接力项目的银

牌， 不仅是我省参加十四届冬运会

的首枚奖牌， 也是第十四届全运会

的首枚奖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杜立）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

万条。 8月 3日，非遗周末聚七夕·

星空之恋集中展演在筑精彩上演。

据了解， 五个县市区的传承

人们现场带来了多项与婚恋有关

的非遗节目，织金县的《窜月》首

先登场，盘州市的《哭嫁》、册亨

县的《浪哨》、榕江县的《短裙苗

情歌》、兴义市的《布依族酒歌弹

唱》等精彩节目接踵而至，赢得观

众阵阵掌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全国第十四届冬运会

中南·春风南岸举行产品发布会

发布会现场

■新闻速递

非遗周末聚 上演七夕·星空之恋

■图片新闻

注意，这两条高速今起改造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