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从中国国际航空公

司贵阳营业部获悉，即日起至今年年

底，国航贵阳营业部推出大幅度价格

优惠政策。乘客只需花几百元的机票

价就能飞往欧洲、美洲、澳洲。

具体优惠为： 飞往英国伦敦的

经济舱为 550 元起， 公务舱 10800

元起； 飞往德国法兰克福的经济舱

1600 元起， 公务舱 14000 元起；飞

往法国巴黎，经济舱 950 元起，公务

舱 9600 元起；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经

济舱 630 元起，公务舱 11400 元起；

飞往加拿大温哥华 1400 元起，公务

舱 12000 元起； 飞往澳大利亚悉尼

的经济舱 850 元起，公务舱 8500 元

起；飞往新西兰奥克兰，经济舱 600

元起，公务舱 13000 元；飞往澳大利

亚悉尼， 经济舱 850 元起， 公务舱

8500 元起； 飞往新西兰奥克兰，经

济舱 600元起，公务舱 13000元。

据了解， 这些优惠价格包含贵

阳始发去程及回程， 不过优惠机票

的数量并不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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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公告

尊敬的中环国际 E2区业主：

您好，我公司开发的中环国际项目 E2 组

团（E5、E6、E7、E8、），已于 2019 年 8 月 9 日

通过竣工验收现予以交房， 请各位业主携带

相关资料办理交房业务。

一、 时间：2019 年 8 月 13 日起（9:00—

17:00）

二、地点：清镇市云站路中环国际 E1 区

E2栋一层

交房咨询 0851—82621899���

����������������������0851—82621500

��������恭祝您乔迁之喜！

贵州益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8月 13日

寻弃婴家属

夏兴国、 王瑜夫妻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在永靖镇

下阳朗长岭岗金阳路边小

道上捡拾一个婴儿请孩子

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速与夏兴国、王

瑜夫妻联系。 联系电话 :

13595042593。

为丰富南明辖区少年儿童的暑期生活，培

养他们的艺术情操， 积极推进全民艺术普及，8

月 12 日，由南明区文体广电旅游局主办、南明

区文化馆承办的“未成年人文化艺术暑期培训

班”在该区文化馆小剧场开班。在为期 3天的免

费培训中，135名小朋友将学习戏曲、书法、跆拳

道、声乐、古筝等丰富多样的艺术课程。 赵松 摄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贵阳市教

育局获悉， 为切实加强贵阳市教师

队伍建设， 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工作规定和单位用人需求， 决定开

展 2019 年统一公开招聘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工作， 本次共计划招聘教

师 862名。

招聘对象为国家承认学历的

中专及以上应、往届毕业生，凡具

备报考岗位相应层次相应专业教

师资格证 （普通中等职业学校、特

殊教育学校除外）、 报考岗位所需

的相关学历、专业要求和相应资格

等条件的均可报名。

此次报名统一在网上进行，不设

现场报名点。 报考人员于 2019年 8

月 20日 9:00至 8月 22日 16:00期

间登录“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网”（

http://rsj.guiyang.gov.cn

）网

上报名入口提交报名申请。报考人员

只能选择一个岗位进行报名。报名期

间，每日 16:00 后，将在“贵阳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 上公布报名

人数与岗位招聘计划数达不到 3∶1

比例的岗位，供报名人员参考。 报名

结束后，市教师招聘工作办公室将及

时公布各岗位报名人数情况。

报名结束后， 报名人数与岗位

计划招聘人数达不到 3:1 比例的岗

位，其招聘计划数予以减少或取消。

招聘计划数减少的， 报考该岗位的

考生所报岗位不再进行调整； 招聘

计划取消的， 由报考该岗位的考生

本人提出书面申请， 经市教师招聘

工作办公室同意后， 市考试指导中

心给予改报其他岗位。 改报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28 日 9:00 至 16:00，

逾期不再受理改报申请。 （此次招

聘农村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岗位不

受开考比例人数限制）。

值得关注的是，2016 年度以来

曾被贵州省内各级机关招录的公务

员（工作人员）、事业单位新招聘仍

在试用期内的、截止 2019年 9月 30

日仍未取得毕业证的、截止 2019 年

8 月 20 日服务期未满的“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人员及 2019 年贵州省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贵阳

市新聘用人员（已在网上进行录用

公示的）等人员不得报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本报讯 2019 年 8 月 17 日，

“行走的课堂” 晚报小记者主题周

末课将走进房交会。 想听晚报资深

记者聂老师讲叙贵阳城市的变迁

史，围观贵阳未来的建筑规划，那就

赶紧报名吧。

自 1996 年贵阳房交会首次创

办以来，贵阳房交会已经成功举办了

21届，21载沧桑巨变，见证了贵阳地

产大咖的成长，也见证了贵阳房地产

市场的发展，更折射了这座城市的巨

大变化与发展。除了跟随聂老师观展

外，聂老师还将从房子的变化来讲贵

阳的城市变迁。 如果你热爱你的家

乡，并想深入的了解它，那本次活动

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活动时间：2019 年 8 月 17 日

（星期六）14:00-16:00

� � � �活动地点： 贵阳国际会议展览

中心

参加人员：30 组小记者 +5 组

非小记者家庭

报名方式：关注“贵阳小记者”

微信公众号（gywbxjz），在后台回

复“房交会 + 姓名 + 学校 + 年级 +

电话” 。

本报讯 8 月 11 日下午， 在成

都近 40 度高温下， 来自贵阳铁路

公安乘警支队的向东，与他的铁警

战友一起，在第十八届世界警察与

消防员运动会 10 公里越野赛中，

拼得了一枚宝贵的团体银牌。

此前， 在 8 月 9 日世警会鸣枪

开锣的首项赛事、 半程马拉松比赛

中， 向东与队友一起， 战胜了来自

31 个国家的诸多好手， 斩获男子

50+ 年龄组团体金牌， 并获得该年

龄组个人第四的好成绩。

站在世界警察赛事的最高领奖

台上，向东与队友们身披国旗，不停

地竖起大拇指呐喊欢呼。

作为一名业余长跑爱好者，向

东坚持跑越野、半马已有 10 来年时

间， 期间也曾两次在贵州省公安厅

举办的武装越野比赛中获得冠军，

但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专业训

练。“能够得到这次参赛机会，和全

世界的警察朋友同场竞技， 太难得

了！ 特别是能够得到专业的训练指

导，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

被问到如果夺金后最想做的

事， 他和战友一起笑言：“买双好

鞋，慰劳一下自己！ ”

“要说遗憾，肯定还是有一点

的，毕竟我个人成绩第四名，离夺牌

只有一步之遥。 不过赛前我们都是

奔着团体金牌去的， 每个人都拼尽

了全力， 总成绩比第二名西班牙队

快了整整 30 分钟。 可以说，这块金

牌，我们实至名归！ ” 向东的脸上，

写满了自豪。

（郭红 曾秦 文 /图）

本报讯 8月 12日，由贵州省体

育总会主办， 贵州省社会体育管理

中心、 贵州省足球协会承办的首届

西南地区业余足球联赛在贵阳激情

启幕。 来自贵州、云南、四川、陕西、

重庆以及成都、昆明、西安等西南各

省市的 25 支队伍 500 余名运动员

汇聚一堂，展开争夺。

据了解， 首届西南地区业余足

球联赛为期 5 天， 比赛分为男子十

一人制成人组、

U

14 组、

U

13 组以及

男子八人制

U

12 组四个组别。 其

中， 男子十一人制成人组共 8 支球

队参赛，

U

14 组共 5 支球队参赛，

U

13 组以及男子八人制

U

12 组各 6

支球队参赛。 整个赛事将进行 60场

比赛。当天，贵州省足协与西安市足

协打响第一场比赛， 同天还有贵州

省足协

U

12 对战四川省足协

U

12，

贵州省足协

U

13 与陕西省足协

U

13得比赛。

贵州省足球协会主席刘尚表示，

通过赛事活动的开展，增进西南地区

在青少年足球、业余足球、裁判员、教

练员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推动各省

市后背人才储备以及裁判员、教练员

等专业人才的培养，促进西南地区整

体足球水平的提高，实现西南地区足

球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重庆市足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

杜学勇表示，非常有幸能够参与首届

的西南地区的业余足球联赛，他指出

这种形式也非常好，不光是把西南 8

省市的社会足球串联起来，并且能把

各年龄段的青训和比赛有机地结合

起来， 我们要把这个活动延续下去，

办成西南地区的传统赛事。

开幕式上， 来自贵州省足球协

会、云南省足球协会、四川省足球协

会、陕西省足球协会、重庆市足球协

会、成都市足球协会、昆明市足球协

会以及西安市足球协会的代表还共

同签署了《西南地区足球发展战略

合作倡议书》。 （杜立）

世警会上 贵州铁警夺金摘银

首届西南地区业余足球联赛开赛

来自西南各省市的 25支队伍展开争夺

贵阳娃娃 文化馆里学技艺

参赛的贵州铁警站上领奖台

“行走的课堂”晚报小记者

主题周末课，本周六继续

聂老师带小记者

探秘房交会

贵阳飞多国

机票“白菜价”

家父方斯特， 系贵阳

日报传媒集团退休职工，

因病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

21 时零 5 分仙逝归真，享

年 92岁。

灵堂设于贵阳景云山

冬序堂。

女：方菊梅、方菊敏、

方菊贵率子女告各位亲朋

好友同事。

讣 告

贵阳市今年将统一公开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862名

文化馆的老师正指导小朋友学习书法

想当老师吗？ 赶快去报名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