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 月份， 贵阳市将举

办五场应往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其中三场为“千企万岗促就业进校

园巡回招聘会” 。

据了解， 这几场招聘会的主办

方为众国人才市场， 举办地址和举

办时间分别为：10 月 12 日，贵阳市

花溪大学城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广

场；10 月 23 日，贵阳市花溪大学城

财经大学五四广场；10 月 30 日，贵

阳市龙洞堡贵阳学院阳明广场。

同时， 众国人才市场还将于 11

月 10 日、11 月 17 日分别在贵阳市

市西路商业步行街，贵阳市北京路红

星美凯龙广场举办两场千企万岗促

就业户外招聘会。 据统计，这几场招

聘会将在现场和网上同时举行，预计

提供 10000余个就业岗位，主要职位

有文秘、助理、工程师、业务员、出纳、

程序员、策划师等。 其中实习兼职职

位就有 1896个。（本报记者 段筠）

贵阳将举办五场应往届毕

业生专场招聘会

万余岗位

虚位以待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南明区政

府获悉，近日，贵阳市首笔境外团体

来华演出非居民企业税款在南明区

税务局成功入库。

据介绍，今年 8 月 29 日，南明

区税务局获得辖区内某户企业签订

国际赛事服务合同的信息。 基于日

常风险管理经验， 南明区税务局迅

速联系企业， 确保对跨境税收进行

有效的源头跟踪管控。

据了解，根据相关政策，南明

区税务局对该企业涉及的国际税

收业务事项进行提醒，并告知代扣

代缴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同时对

该企业代扣代缴申报的具体事项

进行认真辅导，确保代扣代缴义务

顺利履行，督促将应缴纳税款及时

足额入库。

最终， 南明区税务局征收了该

境外团体来华演出非居民企业税收

业务税款共计 31320.76元。 据悉，

这也是贵阳市首笔类似税款。

（汪常 陶清倩 梁俊鹏 王杰）

本报讯 今年 10 月 17 日是第

5个国家扶贫日。 10月 10 日，贵州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发布《为贫困家

庭残疾儿童“捐出一份爱心，奉献

一份真情”倡议书》。

据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 目前

贵州省 0—15岁各类残疾儿童共有

16.709万人，其中，0—15岁贫困家

庭残疾儿童为 6.85万人，残疾儿童

是最为特殊困难的群体之一， 而抢

救性康复可以帮助残疾儿童恢复或

补偿功能，提高生存质量，增强社会

参与能力， 帮助他们将来就学、就

业，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据了解， 在贫困残疾儿童家

庭，因康复治疗而使家庭背负沉重

的经济负担，“因残致贫” 、“因残

返贫” 现象尤为突出。 许多贫困残

疾儿童因得不到及时的康复治疗，

导致残疾程度加深，引发继发性残

疾，甚至因此丧失求学甚至将来就

业的机会。这些问题亟需社会力量

为他们提供康复救助，改善他们的

生存状态。

《倡议书》呼吁，全省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驻黔官兵，以及华

人华侨、对口帮扶城市、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

极参与到捐助活动中来， 慷慨解

囊，纾困解难，以实际行动帮助贫

困家庭残疾儿童走出困境、破茧成

蝶、回归社会。 （本报记者 曾秦）

扶贫日即将来临，省扶贫办发布倡议———

为贫困残疾儿童奉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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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活动公告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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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可

凭有效证件报名参加。

时 间： 10 月 13 日（周六）

09:30--12:00

����主 题： 大阪怀德堂学派的实

学学风与儒教精神

主讲人： 刘金才（北京大学外

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师

大特聘教授、 贵阳孔学堂签约学者、

中国日本史学会思想文化专业委员

会会长、中华日本哲学会顾问、国际

中江藤树思想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日本阳明学家经典著

作译注与研究》课题主持人。 历任北

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北大日本文化

研究所所长、国际二宫尊德思想学会

首届会长等。 曾先后赴日本法政大

学、 庆应大学等六所大学访学和讲

学。 研究专长为日本语言文化、日本思

想史和中日思想文化比较，有著作（专

著、编著、译著）30余部，发表论文百

余篇）

时 间： 10 月 14 日（周日）

09:30--12:00

����主 题： 中国模式助全球抗疟

--青蒿素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主讲人： 宋健平（广州中医药

大学研究员，珠江学者，博士生导

师，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青蒿研

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

教授，兼任世界卫生组织（WHO）

临时疟疾顾问，全国消除疟疾专家

指导组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

外交流合作专家咨询委员、广东省

中西医结合学会感染病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在国内外知

名杂志发表或合作发表学术论文

50 多篇。先后主持和参加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NIH）合作课题、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科技部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等国家、省部、市级课题 30

余项， 研究成果曾获国家和省部科

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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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学

堂” 微信公众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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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微信报名后台咨询电话：

0851--86699033。

报名时间：2018 年 10 月 9 日

--10 月 12 日 （上午:09:30-12:00��

下午:13:30-16:30）。

温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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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8日

本报讯 10月 10日，省委常委、

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与九元航空有

限公司董事长纪广平一行举行座

谈， 双方就加快构建多领域深层次

合作体系、 推动相关项目落地等内

容进行交流。

赵德明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纪

广平一行的来访表示诚挚欢迎。 他

说，近年来，贵阳市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的安排部

署，积极抢抓“一带一路” 战略机

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

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九元航空

有限公司在业界具有较高知名度，

在安全、飞行、运行、机务、运输等

各方面具备良好的保障和经营管

理能力。 双方的合作正当其时，希

望九元航空有限公司在贵阳科学

规划、布置航空产业项目，推动航

空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贵阳市将

为九元航空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的

快速落地和后续发展创造良好环

境、提供优质服务，努力实现更高

水平的互利共赢。

纪广平表示，贵阳近年来在发

展大数据， 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做

大做强航空产业等方面取得的成

绩有目共睹，九元航空有限公司将

加大与贵阳的沟通联系，依托贵阳

的气候、交通、区位等方面的优势，

整合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资

源， 加快推动相关项目落地建设，

做大品牌、做优品质，进一步推动

贵阳航空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

展。

贵阳市相关部门、 双龙航空港

经济区负责人， 九元航空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参加座谈。

（本报记者）

赵德明与九元航空有限公司负责人座谈时指出：

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本报讯 10月 10日上午， 记者

从贵州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获悉，近

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公安

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华见义勇

为基金会联合发出《关于举办第十

四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评选表

彰活动的通知》，向全国征选见义勇

为英模候选人事迹。针对此次活动，

我省将能够推荐 23名候选人。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

充分认识评选表彰全国见义勇为英

雄模范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

精心安排部署， 把组织评选表彰的

过程变成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传承

中华传统美德的过程， 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 推进

精神文明建设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的过程； 评选表彰工作要充分体现

群众性，立足社区、企业、村镇、学

校、连队、机关等基层单位，确保评

选出的英雄模范事迹过硬、 代表性

强，可歌可泣、可信可学，使群众在

参与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要把宣

传工作贯穿评选表彰活动始终。 各

主办单位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军队各单位要

组织主要新闻媒体、网站，运用多种

形式， 大力宣传各地见义勇为工作

先进经验， 大力宣传见义勇为英雄

模范的感人事迹， 努力扩大活动影

响，营造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

雄、关爱英雄” 的浓厚氛围；各地区、

各部门、 各单位要切实做好全国见

义勇为英雄模范权益保障工作，充

分体现党和政府对英雄模范的关

爱， 充分体现英雄模范享有崇高社

会地位、广受社会尊敬。

本届评选表彰活动将评选出全

国见义勇为英雄 （含英雄群体）10

名（个），全国见义勇为模范（含模

范群体）50名（个）。 获全国见义勇

为英雄荣誉称号的个人，奖励 10 万

元人民币，牺牲的英雄追加 10 万元

慰问金； 获得全国见义勇为英雄群

体荣誉称号的群体，共奖励 20 万元

人民币，英雄群体中牺牲的个人，追

加 10 万元慰问金；获全国见义勇为

模范荣誉称号的个人， 奖励 5 万元

人民币，牺牲的模范追加 10 万元慰

问金； 获得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群体

荣誉称号的群体，共奖励 10 万元人

民币，模范群体中牺牲的个人，追加

10万元慰问金。

各地各部门推荐的候选人主要

从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5 月

31日期间涌现出来的见义勇为人员

中产生；2019年 2月，英雄（群体）、

模范（群体）候选人的主要事迹将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

日报》等媒体和人民网、新华网、中

国军网等网站上刊登， 面向全国公

示，发动公众投票。 将适时在北京召

开第十四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

表彰大会。

据介绍， 本项评选表彰活动

1988 年由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发

起，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13 届，共表

彰奖励了刘发明、梁晓东、周跃遵、

肖清贤、赵峰、赵继远、妙少军、谭帆

江、殷雪梅、张丽莉等 1323名英模。

（实习记者 申旭旺 本报记者 王杰）

我省征选“见义勇为英雄模范”

该活动长期接收捐赠地

点：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

北路 242号

公募账号：

贵州省扶贫基金会

帐号：

0110001800001017

� � � � 开户银行：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行营业部

联系电话：

0851—86839256

� � � � 85287193

■相关链接

境外演出团体

在筑将缴税款

南明区征收的首笔31320.76

元税款近日入库

10 月 10 日晚， 黎平县原创侗

族音乐剧展演在贵州省国际会议

中心震撼上演。 据悉，这是 2018多

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

之一。 上百名演员倾情演绎侗族大

歌———《千年大歌》， 赢来现场观

众掌声连连。 本报记者 张晨 摄

■图片新闻

将推荐23名候选人参与全国评选，明年2月进行公众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