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贵州省四级机关面

向社会公开招录 3922 名公务员

(含人民警察)，3 月 12 日开始网

上报名，报名截止到 3 月 16 日，

考生可登录贵州人事考试信息

网（www.gzpta.gov.cn）提交报名

申请。

具体招录情况如下： 按类别

分， 机关公务员职位 2939 人，人

民警察职位 832 人， 基层培养项

目职位 151人。按考区分，省直机

关 1047 人；贵阳市 325 人，遵义

市 561人，六盘水市 260 人，安顺

市 320人，毕节市 263 人，铜仁市

222 人，黔东南州 246 人，黔南州

379人，黔西南州 299人。

按层级分， 省级机关职位

122 人，市（州）级机关职位 337

人，县级机关职位 1480 人，乡镇

机关和派出机构（如市场监管分

局、税务所 < 分局 >、法庭、司法

所、 派出所等） 职位招录 1983

人。 招录计划主要分布在基层一

线、乡镇机关和派出机构。

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

实施招录的职位在学历层次要求

上，研究生及以上 57 人，本科及

以上 2163 人， 大专及以上 291

人，高中及以上 4人；定向招录基

层服务项目和退役大学士兵职位

131 人； 定向少数民族职位 16

人； 定向本县户籍职位 134 人

（以上不含贵阳市、遵义市、铜仁

市、黔西南州）。

报考时间安排：3月 6日，“贵

州省公务员局网”（www.gzrs.gov.

cn）、“贵州人事考试信息网”

（www.gzpta.gov.cn 或

219.151.4.99） 向社会发布招录公

告和报考指南（贵阳市、遵义市、

铜仁市、 黔西南州公务员招录公

告自行发布）。

3 月 12 日至 3 月 16 日，进

行网上报名；4 月 21 日组织笔

试；5 月完成阅卷、划定分数线并

公布笔试成绩；6 月完成现场资

格复审、面试工作；7 月完成体能

测评、体检工作；8 月开始考察和

录用工作；9 月底基本结束招录

工作。 （本报记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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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数民族报考人员符合下

列条件的在笔试环节成绩计算时

加 5 分 （笔试环节成绩 = 笔试成

绩 +少数民族加分）。

报考各级政府民族事务管理

部门的；报考单位在民族自治州及

所辖县（市、区、特区）、乡镇（街

道办事处）的；报考单位在民族自

治县及所辖乡镇 （街道办事处）

的；报考单位在民族乡的。

2、 少数民族报考人员报考定

向招录少数民族职位的不予加分。

3、加分审查。加分审查工作由

省、市（州）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

招录单位组织实施，具体实施时间

和方式由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另

行公布。逾期未办理加分手续的人

员，视为放弃加分。 经审查符合加

分条件的，在笔试成绩公布前向社

会公示，公示结果无异议的，予以

加分。 本报记者 孙维娜

贵州公务员考试开始报名

本报讯 “五年来，全省已基本建

成 104个城市综合体，累计入驻企业 2

万余家，新增就业人口 30 余万人。 ”

昨日下午，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我省 100 个

城市综合体五年来工作推进情况。

2012 年，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提

出， 打造包括 100 个城市综合体在内

的 “5 个 100 工程”（“100 个产业园

区、100 个示范小城镇、100 个现代高

效农业示范园区、100 个城市综合体、

100个旅游景区” ）重点发展平台。

五年来， 全省 100 个城市综合体

已累计完成项目投资 1410 亿元，占全

省房地产开发投资的 10%以上， 直接

和间接拉动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城市建

设投资超过 1万亿元，总营业额达 960

亿元，创造税收超过 140 亿元，极大增

强了贵州省的经济活力。

过去五年， 全省建成主导功能建

筑 529个，投入运营主导功能建筑 468

个， 完成施工建筑面积 2150 万平方

米，基本建成 104 个城市综合体，全面

超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五年来，全

省 100个城市综合体，累计入驻企业 2

万余家， 新增就业人口 30 余万人，有

效吸纳农民转移进城就业， 成为了全

省以城带乡、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进

城、推动城镇化提速的重要拉动力。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相关链接

报名方式：登录贵州人事考试信息网提交申请；截止时间：3 月 16日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

主义。

3、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品行，

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遵纪守法。

4、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2000

年 3 月 12 日及以前出生）、35 周

岁以下（1982 年 3 月 13 日及以后

出生）；优秀村干部、获得硕士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非在职）人

员年龄可放宽到 40 周岁（1977 年

3月 13日及以后出生）。

5、身体条件符合《公务员录

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

发 〔2005〕1 号)、《公务员录用体

检操作手册（试行）》、《关于印发

< 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 （试

行）> 有关修订内容的通知》（人

社部发 〔2013〕58 号）、《关于修

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

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

册〉（试行）有关内容的通知》(人

社部发 〔2016〕140 号)、《关于印

发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

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82

号）及我省的有关规定。

6、 报考省级机关职位的人员，

除部分特殊职位外， 必须具有 2周

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 基层工作

经历是指在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村（社区）组织及

其他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等工作的

经历。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

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该基地为

基层单位）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

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经历， 视为基

层工作经历。 在军队团和相当于团

以下单位工作或义务兵服役的经

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基层工作经

历时间计算截止到 2018年 8月。

7、定向到市（州）、县（市、

区、特区）、乡（镇）的应届毕业

生，只能报考所定向的市（州）、县

（市、区、特区）、乡（镇）职位。

8、定向招录“四项目人员” 职

位的“三支一扶计划” 、“选聘高校

毕业生到村 （社区） 任职计划”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限截止到

2018 年 8 月累计服务满 2 周年的

人员报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限截止到

2018年 3月服务期满的人员报考。

定向招录“退役大学生士兵” 职位

限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学校在校

期间入伍退役后完成学业或毕业

后应征入伍的退役士兵报考。

9、 具备拟报考职位所需的其

他资格条件。

具体报考条件

1、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

重大政治问题上不能与党中央保

持一致的。

2、2015 年度以来曾被贵州省

内各级机关 （含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单位） 招录的公务员 （工作人

员）（以招录年度计算，如 2015 年

招录公务员，2016 年办理录用手

续的，招录年度为 2015年）。

3、截止 2018 年 3 月“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服务期未满的。

4、 截止 2018 年 3 月 12 日在

读的全日制非 2018届毕业生。

5、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6、 曾被开除公职的， 在机关

（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事

业单位被辞退未满 5年的。

7、 在各级公务员招录中被认

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纪律行为且

仍在不得报考公务员期限内的。

8、录用后的职位即构成《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第六十

八条所列需回避情形职位的。

9、曾因贪污、行贿受贿、泄露国

家机密受到过党纪、政纪处分的。

10、省内各级机关（含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单位）定向招录培养人

员未满定向协议最低服务年限的。

11、不符合招录对象、报考条

件或职位所需资格条件的。

12、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录用

为公务员的。

以下人员不得报考

加分政策

2012年至今：

我省城市综合体

基本建成104个

全省 100 个城市综合体建成的各

类主导功能包括商业 103 个、办公 82

个、 酒店 98个、 会展 43个、 文娱 59

个，居住 99 个，每个城市综合体至少

聚合了 3 个以上主导功能， 聚集了信

息、金融、商业、商务、公寓、酒店、餐

饮、会展、观光、娱乐、科教文卫等行

业，弥补了原来各组团商业匮乏、设施

配套不完善、档次较低的缺陷，成为城

市新的“会客厅” 。

如兴义市金州体育中心城市综合

体，六大主导功能全部具备，在城市基

础设施、功能配套、城市形象、商业运

营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已经成为

了功能完善、 最具人气和商气的城市

副中心之一，成为兴义宜居、宜业、宜

购、宜游的城市“新地标” 。

■肖达钰莎

城市综合体

具备哪些主导功能？

■链接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为丰富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贵阳孔学堂将在明伦堂举

办传统文化活动。 现征集热爱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市民朋友参与

（详情可登录孔学堂官网、 多彩

贵州网、贵阳新闻网、贵阳文明

网、爽爽的贵阳网、贵州都市网查

询，或通过搜索贵阳孔学堂公众

微信进行了解）， 市民可凭有效

证件报名参加。 活动当天请报名

成功的听众持本人有效证件提前

30 分钟到孔学堂售票处换取入

场券入场。 届时孔学堂将提供开

水，请市民朋友们自带水杯，禁止

携带食物进入讲堂，希望大家遵

守活动纪律，做文明人。

时 间：3 月 17 日 （周六）

09:30-11:30

� � � � 主 题：校园法律的那些事

儿

主讲人：陈玉斌（北京龙图

法律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贵州

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贵州大学

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客座教授、西

南大学教育学部客座教授、中国

湛江国际仲裁院仲裁员；1987 年

至 1992 年在贵州省教委任职、

1992 年至 2001 年在贵州省高级

人民法院任职， 担任国家二级法

官、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培

训中心教官）。

时 间：3 月 18 日 （周日）

09:30-11:30

� � � �主 题： 贵州文化的特殊景

观及当代价值

主讲人：朱伟华（北京大学

本科、硕士毕业，南京大学博士毕

业；贵州省管专家、贵州省哲学社

会科学学术带头人、 贵州师范大

学首席专家、 贵州高校重点研究

基地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

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主任，二

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中国现代

文学学会理事、 贵州省文史研究

馆馆员等社会兼职）。

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用户需要在微

信搜索“孔学堂” ，或手动输入微

信号：gyconfucianism， 添加并关

注，点击底部菜单“讲座报名”即

可进入报名系统（适用于高校学

生听课修学分及市民网络报

名）。

2、现场报名：市民可前往贵

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推广部活

动科进行现场报名。

3、 市 民 电 话 报 名 ：

0851-83617687； 学生电话报名：

0851-83610270。

4、 微信报名后台咨询电话：

0851-86699033。

报名时间：2018 年 3 月 13

日 -16 日（上午：09:30-12:00�下

午：13:30-16:30）。

温馨提示：1、 报名成功的听

众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与，

请及时电话取消报名， 如未取消

报名也未准时到场参与累计超过

3 次者， 今后将不得参与孔学堂

相关活动。

2、讲座结束后，市民可将自

己听完讲座的感悟和对国学的独

到 见 解 发 送 至 孔 学 堂 邮 箱

（gykxt928@163.com） 或贵州名

博(blog.gog.com.cn)，优秀的文章

我们将在孔学堂官网和贵州名博

进行刊登， 另外还可以加入贵阳

孔学堂国学公益讲座听众交流

QQ 群 进 行 讨 论 ， 群 号 为 ：

159532784。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2018年 3月 13日

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活动公告

贵阳晚报黔生钱理财俱乐部

自成立以来， 与全国 30 多家媒体

一道，同步向会员推介了十余款政

信类理财产品。 其中有两个项目已

还本付息完毕，所认购的会员已全

部领取本金及收益。 3 月份，有 11

款项目将迎来 2018 年的第一次付

息日,昨日也有 5款项目付息。

付息日分别是 10日 (遇节假日

顺延至 3月 12日付息) 已付息。 20

日、21日、25日（遇节假日顺延至 3

月 26日进行付息）、27日进行付息。

除领息之外，黔生钱理财俱乐

部老带新“满额送购物卡” 活动开

始。 即日起至 3月 31日，凡今日之

前已注册的老会员推荐新会员注

册，并且该新会员在活动期间内成

功认购指定项目的，新老会员即可

一次性获得双倍礼品福利！ 咨询电

话：15285107058。

本周可以领钱啦

黔生钱理财俱乐部会员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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