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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岩区惠民生鲜超市

建设地址寻租

�������为解决老百姓买菜难、买菜贵问题，根据市委、市政府 " 菜篮子 " 工程建

设相关要求，云岩区于 2017 年至 2018 年上半年，拟新建设 40 余个公益性

惠民生鲜超市。 因云岩区属于中心城区，我局在选址上出现困难，现特向广

大商家、市民寻租，如在云岩区有合适房源（面积为 500㎡以上），请速与我

局联系，租期 10年。

云岩区商务局

2017年 10月 12日

联系电话：0851-86679062���

����������������0851-85607060��

����������������13238577113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阳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 贵阳市

将深挖就业岗位助力全省脱贫，从

今年起至 2019 年，每年为全省贫困

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15 万个，三年

总共提供就业岗位 45万个。

据了解，贵阳市将围绕创建“公

平共享创新型中心城市” 及建设

“富美乡村” 的要求，以产业发展为

依托、以新兴产业为重点、以大众创

业为突破， 着力提升贫困劳动力职

业能力， 大力挖掘全市就业岗位。

2017年至 2019年 ， 每年为全省贫

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15 万个，三

年总共提供就业岗位 45 万个。 其

中，云岩区、南明区每年各为全省贫

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3.５ 万个；

观山湖区每年为全省贫困劳动力提

供就业岗位 2 万个； 花溪区、 乌当

区、白 云区每年各为全省贫困劳动

力提供就业岗位 1.2 万个；经开区、

高新区每年各为全省贫困劳动力提

供就业岗位 0.6 万个；清镇市、修文

县、开阳县、息烽县每年各为全省贫

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0.3 万个；

综保区、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大力收

集本地就业岗位， 确保每年各为全

省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不少于

0.01万个。

同时， 贵阳市将建立全省来筑

就业贫困劳动力登记制度， 市、区

（市、县）、乡镇（社区服务中心）、

村（居）均可进行登记，精准识别掌

握贫困家庭劳动力前往贵阳的就业

意向和需求， 做到“底数清、 情况

明” 。 贵阳市将与各类产业、工业园

区对接， 收集整理适合贫困劳动力

就业岗位， 并鼓励引导农民专业合

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各类生

产经营主体，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此外， 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签订劳

动合同一年以上并缴纳社会保险

的，给予企业一次性就业补助；职介

机构介绍贫困劳动力就业的， 签订

劳动合同一年以上并缴纳社会保险

的， 按照每人 500 元的标准给予职

介补贴。

（本报记者 段筠）

贵阳市助力全省贫困劳动力脱贫———

三年提供45万个就业岗位

按照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各市（州）党委、贵安新区党

工委对所辖副厅级高校同步开展巡

察工作的通知》要求，为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精神及相关工作安排部署，结

合我市所辖 3 所高校及巡察工作实

际， 市委决定派出巡察组开展十届

市委高校巡察工作。

现将巡察工作的巡察内容、范

围和联系方式公布如下：

一、巡察内容

一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存在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言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阴奉阳

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

派，以及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不到位等问题； 二是违反廉洁纪

律，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

等问题；三是违反组织纪律，违规

用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

官、拉票贿选，以及独断专行、软弱

涣散、严重不团结等问题；四是违

反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搞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

靡之风等问题；五是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

重大工作安排部署方面存在的问

题，着力发现不作为、不担当，敷衍

塞责、懒政怠政，被动应付、效率低

下，搞变通、打折扣等。

二、工作范围和联系方式

市委高校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

被巡察高校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 下一级机构主要负责人和其他

党员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

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

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其他

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

门处理。

巡察期间， 巡察组专门设立了

举报电话、 邮政信箱及网络投诉域

址：

市委高校巡察组 组 长 被巡

察单位 情况反映电话

第一巡察组 高广元 贵阳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8275285476

����第二巡察组 阳亚林 贵阳护

理职业学院 18275186759

����第三巡察组 占 卒 贵阳职

业技术学院 18286070279

����邮政地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市

级行政中心

市委巡察办，邮政编码 550081

����网络投诉 http://www.gysjw.

gov.cn

����欢迎社会各界及广大群众进行

监督、举报和投诉。

中共贵阳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2017年 10月 9日

十届贵阳市委高校巡察工作公告

本报讯 昨日， 喜迎十

九大贵州脱贫攻坚群英谱

漫画展在贵阳美术馆展开。

此次的漫画展通过动漫

等新颖的方式展现我省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涌现的英雄事

迹。 展出漫画形象分别从第

一书记、 基层干部、 带富能

手、专家技师、大山园丁、政

法先锋 、生态英雄、开路先

锋、 文化骑兵十个行业中涌

现出的 100名脱贫攻坚英雄

中，挑选出最具代表的 21 位

英雄，将他们的人物形象、事

迹通过动漫画的形式进行展

出。 这种生动的内容形式，将

对领导干部起到积极的引导

作用， 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动

力。

除了展出的 21 位英雄

事迹外, 漫画展上还展出了

贵州年份英雄十大人物黄大

发、文朝荣、姜仕坤、李桂莲、

李光、张有光、余留芬、邓迎

香、杨波、潘学军的漫画形象。

为了丰富漫画展的内容和形

式， 展览还向贵州多个地区

民族征集了特殊的书画作

品，簸箕画、剪纸画、蜡染画、

油画、农民画以及书法作品，

展示脱贫攻坚中的英雄人物

事迹。

（实习记者 李思苑）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教育厅等

6 个部门出台 《贵州省教育脱贫攻

坚“十三五”规划实施方案》。

《方案》表示，贵州省将精确瞄

准全省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

体， 全力保障贫困地区学生接受公

平有质量的教育。 对建档立卡高中

阶段及以上教育适龄人口提供更多

接受高等教育或免费中等职业教育

的机会， 对学龄后人口提供适应就

业创业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

《方案》指出，大力发展公办幼

儿园，重点加强贫困地区、两孩政策

新增人口集中地区、 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区和城乡结合部公办幼儿园建

设。 同时在 66个贫困县全覆盖实施

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

此外， 建立完善控辍保学目标

责任制和联控联保机制， 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确保城乡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同等享受“两免

一补” 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政

策。 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建档立卡等

贫困家庭学生的教育资助和社会救

助力度。

持续推进特岗计划、国培计划向

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倾斜，优先满足紧

缺师资配置需要。完善城镇优秀校长

和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制度。

同时，继续深入实施“互联网 +

教育扶贫” ，加大贫困地区教育信息

化建设力度，将信息化基础环境建设

纳入学校基础办学条件，保障经费投

入，加快实现“三通两平台” 。

（本报记者 谢孟航）

教育脱贫攻坚

确定五年目标

对全省教育最薄弱领域

和最贫困群体进行精准扶贫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北京召

开。 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

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过去这 5 年，贵阳的产业越来越发达、贵阳的人才也越来越集聚，具

体到每一位市民，我们的空气更清新了、绿地更宽广了、身体也更健康了

……

今日起，本报将推出“十九大时光” 专栏，回顾十八大以来，贵阳各行

各业取得的新成就。

■开篇语

这五年来，贵州省体育局根据国

家体育总局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步，全民健

身服务体系逐步完善，竞技体育成绩

斐然，体育产业硕果累累。

在群众体育工作中，贵州省按

照“民生实事” 、“5个 100 工程” 、

“四在农家·美丽乡村” 六项行动

计划等具体要求，不断加大全民健

身服务体系建设力度。

五年来，体育系统共争取到中

央资金 9.0613 亿元，资助 61 个县

（区、市）建设综合性公共体育场

馆， 截止到 2017 年， 我省已建设

1053 个乡镇和 11033 个村级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分别达到了

73.4%和 65.4%。

体育场地面积方面， 截止到

2016年 10月 31日， 贵州体育场地

面积达 3521.32万平方米，平均每万

人拥有体育场地 10个， 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 0.81平方米。

与此同时体育社会组织也在不

断壮大，全省目前共有各类项目协会

和体育社会组织 1022个， 全省共建

立了 13�个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

训基地和 1个国家级培训基地，共培

训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2.5万人。

全省各地也结合实际、因地制

宜的广泛举办各种形式多样的全

民健身活动。 据统计，全省体育系

统有组织地开展健身活动和群众

体育竞赛 1700 余次， 日均活动数

4.6 次，直接参加活动 人数达 590

万人次。

五年来，贵州竞技体育工作坚

持符合贵州实际的竞技体育发展

道路，在竞技比赛成绩上实现历史

性的突破。

“十三五”以来，贵州竞技体育

继续奋进，在 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

会上， 邓书弟书写了贵州的体操历

史，贵州体操队建队 58年来获得的

第一枚奥运奖牌。这一年，贵州男子

体操队在全国体操锦标赛团体比赛

项目实现了全国锦标赛三连冠；同

年， 贵州本土第一支足球队恒丰智

诚冲超成功；2017年， 贵州代表团

在第十三届全运会上以 6 金 5 银 7

铜的成绩创下了贵州参加全运会的

历史最好成绩。

五年来，省体育局大力推进山

地户外运动大省建设，已初步形成

一市（州）一品牌，一县（市）一活

动格局。 其中，全国山地运动会、安

顺坝陵河大桥国际跳伞挑战赛、紫

云格凸河国际攀岩挑战赛、环雷公

山超 100公里跑国际挑战赛等 105

项体育赛事活动已在全国形成名

片效应。 ■本报记者 陈华文

贵州体育发展的这五年

贵阳办漫画展 展示扶贫英雄

讲述了21位英雄的人物形象和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