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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

享开放条例》 实施一年多以来，政

府数据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得究

竟如何？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将于近

期对此进行执法检查，8 月 24 日

前，市民若有好建议可通过指定渠

道提出。

作为贵阳市首部“政府数据共

享开放法规” ，《贵阳市政府数据

共享开放条例》 自 2017 年 5 月 1

日施行以来，在提升数据信息供给

能力与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 改革、增添引领经济社

会发展新动能与推动产业转型、提

高民生保障水平与推动满足多样

化民生需求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意义。

《条例》不仅对“政府数据” 进

行明确定义， 还规定贵阳市人民政

府要依托 “云上贵州·贵阳分平

台” ， 统一建设政府数据共享平台

和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用于汇聚、存

储、共享、开放全市政府数据。

为促进《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

用促进条例》和《贵阳市政府数据

共享开放条例》有效实施，督促全

市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履

行法定职责， 进一步聚焦政府数据

“聚通用” ，推动贵阳市政府数据共

享开放和开发应用， 提高政府治理

能力和服务水平， 促进数字经济健

康发展，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将于近

期对市人民政府贯彻执行《贵州省

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和《贵

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情况

进行执法检查。

8月 24日前，本市国家机关、社

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市民可

通过来信、 来电或登录贵阳人大网

提出意见和建议。 其中，来信地址为

贵阳市观山湖区市级行政中心贵阳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邮编 550081；

“贵阳人大网” 网址为

www.gysrd.

gov.cn

，点击“公众参与” 栏目即可

进入； 联系电话为 0851-87988650

（传真）； 邮箱为

gysrdcjw@126.

com

。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为促进《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

用促进条例》《贵阳市政府数据共

享开放条例》有效实施，督促全市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履

行法定职责，进一步聚焦政府数据

“聚通用” ， 推动我市政府数据共

享开放和开发应用，提高政府治理

能力和服务水平，促进数字经济健

康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将于近期对

市人民政府贯彻执行《贵州省大数

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贵阳市政

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情况进行执

法检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

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现予公

告，欢迎本市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市民通过来信、

来电或登录贵阳人大网提出意见

和建议 （截止时间：2018 年 8 月

24日）。

特此公告

1.来信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市级

行政中心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邮编 550081；

2.“贵阳人大网” 网址：www.gysrd.

gov.cn，点击“公众参与”栏目；

3.电话：0851-87988650（传真），

联系人：谭涛；

4.邮箱：gysrdcjw@126.com。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18年 8月 13日

关于对贵阳市贯彻执行《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情况

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公告

政府数据开放 邀您提建议

市民若有好建议，可通过相关网站或邮箱等提出

本报讯 2018秋季贵州首场大

型招聘会将于 8 月 18 日、8 月 25

日在贵阳市市西路商业步行街举

办，主办方将为有一定技能的残疾

人士报销车费补贴 50-500元。

此次大型招聘会由贵州众国

人才市场、众国人才网共同主办。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现场加网上，

预计达到 300 家招聘单位。主要是

我省知名企事业单位， 预计提供

职位达到 6000 余个， 主要职位包

括教师、医生、文秘、助理、工程

师、业务员、投递员、策划师、会计

师、讲师、销售经理、大堂经理等。

其中中高层管理人员职位就有

872 个。

凡本次入场的求职者具有本

科学历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硕士

毕业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博士两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中高级技术

工人和中高层管理工作经验五年

以上的；有一定技能的残疾人士，

可报销车费补贴 50-500 元。 主办

方还提醒没有在现场求职成功的

求职者， 可登录众国人才网免费

注册找工作。

众国人才市场售后服务部将

在现场和网上为没有找到合适职

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及社会各类人

才免费推荐就业。 为了能更好地给

应往届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更

多的招聘就业机会，主办方还专门

增 设 了 两 部 求 职 用 工 热 线 ：

0851-85167699、85169399。

（本报记者 段筠）

昨日， 听闻贵阳将现日

偏食， 记者来到贵阳花果园

地标性建筑双子塔顶峰架机

等待，因近来贵阳阵雨繁多，

云层多且厚遮挡了日偏食景

象。 然而，当日 19 时 30 分，

记者在距离地面 335 米的塔

楼顶端俯瞰贵阳， 却是灯火

辉煌，高楼错落，显现出贵阳

这座城市的时尚感。

本报记者 张晨

■图片新闻

“上帝视角”

夜观贵阳

8月有两场招聘会———

残疾人求职

可报销路费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南明交警

获悉，目前，青年路进行轨道电力施

工，道路半幅双向通行，相邻道路交

通压力将加大。

据了解，从 8 月 12 日起，南明

区青年路进行轨道电力施工， 预计

9月中旬施工完毕。 期间，施工路段

实行单幅双向通行。

南明交警四中队民警表示，由

于施工原因， 与青年路相邻的油榨

街、园林路、富源路等路段交通压力

将变大。交警部门将加大疏导力度，

请途经此处的驾驶员服从现场人员

的指挥。 （本报记者 李强）

本报讯 8月 11 日，孔学堂“溪

山踏歌行” 系列之“琴语春秋” 吴

若杰·张健琴箫音乐会举行。 古琴

家、 贵州省古琴学会会长吴若杰携

手青年笛萧演奏家张健在孔学堂阳

明大讲堂，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琴

箫合璧” 的中国古典音乐盛宴。

音乐会上， 吴若杰与张健不仅

演绎了《酒狂》、《平沙落雁》等流

传千古的经典名曲，还带来了《卧

龙吟》、《寒山僧踪》等当代音乐作

品。而《鹿鸣》、《燕燕》等原创古琴

弦歌以及《梅花三弄》、《瀛洲》等

吴若杰打谱作品也让人耳目一新。

“第一次聆听琴箫合奏的专

场音乐会，两种乐器合奏让音乐更

丰富，更动听，更有故事感。 ” 听众

张硕说。

“琴是弹拨乐，箫是吹管乐。 琴

音是颗粒性的，而箫是线条化、连续

性，因此二者在音色上可以互补。我

们通常说‘琴瑟和鸣’ ，其实琴箫合

奏也是古代文人音乐中的重要形

式。 ”吴若杰介绍道。

据了解，孔学堂“溪山踏歌行”

系列活动是贵阳孔学堂打造的传统

文化品牌， 旨在以市民朋友喜闻乐

见的方式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 接下来该系列活动还将推出

更多精彩演出， 敬请关注孔学堂官

网与微信公号。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阳孔学堂

上演“琴箫合璧”

青年路施工

半幅双向通行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