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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20 日， 记者从全省

卫生计生监督工作会上获悉，2016 年

贵州建立了全省二类疫苗预防接种

单位档案， 其中 234 家相关单位因 7

个方面违法违规行为， 遭到警告、罚

款等行政处罚。

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2016 年

省卫生监督局组织开展了全省二类

疫苗预防接种工作专项检查，涉及各

类医疗卫生单位 4196 户， 摸清了预

防接种单位底数，建立了全省基本档

案。

其中， 发现了单位资质不明、人

员资质不全、疫苗采供记录和索证不

全、冷链转运和贮存不规范、接种违

规等 7个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

此，该局对 234 家相关单位进行了责

令改正、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

等行政处罚。

（本报记者 张梅）

我省有关部门开展二类疫苗预防接种工作专项检查———

234家医疗单位违规被处罚

涉及资质不明、疫苗采供记录和索证不全等 7个方面问题

本报讯 3月 25 日至 26 日，由中

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第五届中国·贵州人才博览会将在贵

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为服务更

多求职者，本届人博会将推出现场招

聘 + 网站招聘 + 微信招聘的新模

式，求职者足不出户就可找到心仪的

工作。

为适应当前大数据盛行的背景，

出于服务更多求职者的目的，本届博

览会打破以往现场招聘 + 网站招聘

的模式，推出现场招聘 + 网站招聘 +

微信招聘的新模式。求职者只需要使

用微信关注公众号“中国贵州人才博

览会” 或者搜索微信号“gzrcblh” ，接

着在公众号里点击本届人博会的“微

官网” ，再点击“微招聘” 选项，即可

根据需要搜索适合自己的岗位，还可

以在微信上通过“微直播” 随时了解

人博会的现场情况。

在微信上不仅可以查看岗位的

具体信息，比如学历要求、工作地点、

履历要求、工资待遇、联系人和联系

电话等，还可以了解到招聘单位的性

质、主管部门、单位地址、单位介绍，

及时掌握招聘信息。 发现心仪的岗位

后，求职者可立即在线填写并投递简

历，真正做到方便又快捷，足不出户

就可将人博会盛况尽收眼底，找到满

意的工作。

据了解， 本届人才博览组委会

已收集发布了 1226 家单位 10647

个职位需求，56 家单位 102 个人才

项目需求， 并积极开展人才对接，

线上线下同步引聘人才，本届人博

会所提供的全部职位将在微信上

同时发布。

（本报记者 段筠）

第五届贵州人才博览会将于 3月 25日举行———

今年人博会 推出微信找工作

可查看学历要求、工作地点，以及单位性质、主管部门等

高层次人才来黔 住房有保障

近年来，贵州省在人才服务保障

方面，遵行《贵州省引进高层次人才

住房保障实施办法（试行）》文件精

神，为引进高层次人才解决了住房问

题。

据了解，从省外、国（境）外引进

到我省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高层

次人才，分为三类层次，针对不同层

次人才，相应的政策优惠也会做出调

整。 其中， 第一层次的保障对象为

“两院” 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

奖、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前 2 位完

成人。 这几类人享受的住房面积为

200平方米。 第二层次的保障对象为

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 、“万人

计划” 入选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 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

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学术技术带头

人。 享受住房面积为 120平米。 第三

层次保障对象为具有学历学位的博

士。 享受住房面积不低于 80平米。

本报记者 段筠

本报讯 今日 14 时至 15 时，

市管专家，贵阳第二人民医院、金

阳医院副院长施晓鋆将值守本报

“专家坐诊”健康热线，就不孕不

育的诊断标准及其诊疗路径与读

者进行交流。

伴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开

放，越来越多的夫妇想要二娃，与

此同时， 出现备孕难的夫妻也越

来越多。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夫妇

为了怀上孩子， 或是迷信民间偏

方、或是找来中药大补，还有的直

接到医院要求医生做试管婴儿。

究竟哪些夫妇需要借助辅助

生殖技术？ 结婚之后久未怀孕的

夫妻该怎么办？ 辅助生殖技术存

在哪些风险？今日 14时至 15时，

读 者 可 拨 打 电 话 0851———

85811234 与专家进行交流，也可

将欲咨询的问题 @ 健康森林微

信公众号， 我们将把问题转交专

家解答， 并将专家回复刊登在贵

阳晚报健康森林版面。

（本报记者 李慧超）

贵阳市二医医生

值守本报健康热线：

不孕不育咋防治

专家今日来详解

本报讯 作为中华民族在海

外的“留根工程” ，华文教育是面

向海外华侨华人开展的民族语言

教育。 贵州省唯一华文教育基地

日前在贵州师范学院正式揭牌成

立， 该校将大力开展华文教育理

论研究、研发华文教育教材，加强

与海外华人华侨的联系， 开展多

形式、多层面的文化交流活动。

据悉，2015 年 10 月，根据相

关文件， 贵州师范学院被增补为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华文教育基

地。 2014至 2016年，贵州师范学

院协助贵州省侨务办公室进行了

8 次华裔青少年 “寻根之旅” 、

“中国文化行”等特色夏令营、秋

令营、冬令营的文化授课活动。期

间，学校接待了“海外红烛故乡

行———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东南

亚华校校董贵州文化行” 代表

团，开办了“2016 年海外华文教

师培训班贵州班” ， 受到海外华

文教育者好评； 学校还与泰国教

育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每年派

出汉语国际教育学生赴泰国华文

学校实习。

贵州师范学院负责人表示，

学校将加大华文教育基地的硬件

和软件投入， 加强专业化华文教

师师资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学校

办学特色， 大力开展华文教育理

论研究、 研发华文教育教材。 同

时， 学校还将不断加强与海外华

人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华人

之间的联系，开展多形式、多层面

的文化交流活动。

（本报记者 胡颖）

华文教育落户

贵州师范学院

3 月 20 日， 在贵州凯里市炉山

镇， 一只小鸟从桃林及油菜花上空

飞过。 当日， 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

“春分” ， 贵州省凯里市田间山林，

鸟鸣花开，春意浓浓。

吴吉斌 本报记者 吴如雄

花开鸟鸣 春意浓

本报讯 近日，贵州北科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与贵州财经大学签署订

单班人才联合培养合作协议, 将于

今年夏季招考第一批全日制本科订

单班学员， 计划开设工商管理、市

场营销、 旅游管理 3 个专业， 招生

150 人。

据悉,此次校企深入合作是对贵

州省深入实施大健康发展战略作出

的积极响应，将整合、发挥双方在经

济管理人才培养和生命健康专业人

才等方面的资源优势, 为贵州培养

符合大健康发展要求的本科生和推

广大健康发展的实训人才， 从而缓

解贵州大健康产业人才支撑能力较

弱的现状。

据了解，贵州财大、贵州北科已向

国家教育部申报 2017年招生计划，面

向全国联合招收普通本科层次定单班

学生 150人，分三个专业：即工商管理

(生命科学产业方向)50 人；市场营销

(生命科学产业营销策划方向)50 人；

旅游管理(康养、医养、旅养发展方向)

50人。

（王顼 本报记者 陈华文）

贵州财经大学

招订单班学员

名额 150 人， 该校将与贵州

一企业签订联合培养协议

二类疫苗 自费接种

省疾控中心疾控表示：我国疫苗

分为两类：一类疫苗是国家规定接种

的疫苗，由政府公开招标采购、免费

接种。 用于儿童常规免疫接种、补充

免疫和应急接种。二类疫苗是指由公

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主

要用于常规免疫没有覆盖的人群接

种。

“两类疫苗最大的区分条件是，

二类苗属于自费项目。 ” 该专家总结

到。 常见的二类疫苗主要包括狂犬

疫苗、狂犬免疫球蛋白、乙肝免疫球

蛋白、肺炎疫苗、流感疫苗、成人麻

风腮疫苗、 甲肝疫苗以及手足口病

疫苗等。

本报记者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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