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 月 8 日， 在第十九

个中国记者节之际， 由贵州省委宣

传部、 贵州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

的贵州省新闻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贵阳召开。

我省四部获第二十八届中国新

闻奖的记者及作品名单在会上揭

晓，获奖记者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其中， 贵州日报的深度报道

《给乡亲一个焕发的村庄》 获二等

奖， 贵州广播电视台的 《决胜贫

困———莽莽黔山脱贫攻坚纪行》、

《发现身边的贵州制造》 均获三等

奖， 黔南广播电视台的 《“一户一

马” ？ “一户一码” ！ 》获三等奖。

（实习记者 雷琴）

我省四部作品

获中国新闻奖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阳市

人社局获悉， 贵阳市公安局 2018

年招录反恐突击特战队员 （人民

警察）体能测评、笔试、面试、体

检、技能测试工作已结束。 根据相

关规定，拟对考生进行考察。

本次考察工作在市公务员主

管部门的统一组织下， 由贵阳市

公安局按照《贵州省公务员录用

考察工作细则 < 试行 >》和《招

录简章》的规定具体实施，并接受

同级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

在体检合格的考生中， 根据

职位招录计划数按考生总成绩由

高到低等额确定考察对象。 放弃

考察或考察不合格的， 取消进入

下一环节资格。

本次考察工作接受纪检监察

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 坚决杜绝

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不良现象。

职位考察、 拟录用人员公示等各

环节进行的时间将在贵阳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网（http://gzgy.lss.

gov.cn）“公务员招考专栏” 进行

公布。

（本报记者 孙维娜 邓丽娜）

贵阳市公安局

人民警察招录

进入考察阶段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总工会

获悉， 经公示无异议， 决定授予李

勇、梁明先、朱新华等 20名同志“明

礼知耻·崇德向善” 贵州省第五届

“行业道德标兵” 荣誉称号，同时授

予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 决定授予

汪小容、郑礼志、欧付贵等 29 名同

志“明礼知耻·崇德向善” 贵州省第

五届“行业道德标兵” 提名奖荣誉

称号。

据介绍，“明礼知耻·崇德向善”

贵州省行业道德标兵评选活动由省

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总工会联合

主办， 自 2014年成功举办首届评选

活动以来，已连续举办五届。

本届评选活动于今年 7 月启

动， 评选范围包括全省各行各业、

各条战线职工，重点为全省产业一

线、建设一线的先进典型和有重大

社会影响的职工，特别是在脱贫攻

坚、公益事业中有突出贡献的各行

各业职工，以及立足本岗、无私奉

献的优秀劳动者、创业者、企业负

责人、管理者。

活动开展以来， 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全省各

行各业各级工会、 广大职工积极响

应，大力宣传、广泛动员，深入开展

推荐、选树、宣传、学习“行业道德标

兵” 活动，共择优推荐参评人选 115

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为期 15 天的

投票环节，广大职工纷纷通过“新长

征·贵州工会云” APP 进行投票，投

票总票数近百万票。

最终，经初评筛选、网络投票、

媒体公示、专家评审和组委会审议，

决定授予 20 名“行业道德标兵” 及

29 名“行业道德标兵” 提名奖。 记

者注意到，最年轻的“行业道德标

兵” 获得者“90 后” 张依曼，是贵阳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教

师，曾代表贵州参加“中国梦·劳动

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 全国职工演讲比赛总决赛并斩

获银奖。 （本报记者 张晨）

贵州省第五届行业道德标

兵名单“出炉”

20名“标兵”

获授五一劳动奖章

从过去的棚户区， 到现在

楼台掩翠、 景色迷人的泉湖公

园， 白云区泉湖社区的居民可

谓幸福满满。

该社区致力于打造生态

泉湖、生态社区，全面整治辖

区环境卫生，确保居民生活环

境的清爽整洁。 同时，通过打

造“水滴小屋” 、招募“公园管

家志愿者” 、 开展 “保护生态

泉湖·小水滴在行动” 等活动，

鼓励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美好家

园建设。

如今，居民走出家门，就能

享受到绿色生态带来的福利；

走进社区， 便能在生态水滴展

厅体验到 “大数据 + 大生态”

带来的改变。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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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贵州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外公布了省人民

政府机构改革人事任免事项。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批准的

《贵州省机构改革方案》，贵州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和组成部门共设 24个。

11 月 8 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省人民政府省长谌贻琴

提请的《关于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

组成部门有关人事安排的议案》，

决定了 8位新组建的组成部门主要

负责人的任命， 决定 1个保留的组

成部门主要负责人的任免职。

对机构名称未变、 主要负责人

也未变动的省政府其它组成部门的

主要负责人，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决

定不再重新任命。

对此，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统一

予以公告： 张平为贵州省人民政府

秘书长； 陈少波为贵州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 邹联克为贵州省教

育厅厅长； 廖飞为贵州省科学技术

厅厅长； 何刚为贵州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厅长； 石松江为贵州省民族宗

教事务委员会主任； 郭瑞民为贵州

省公安厅厅长； 彭旻为贵州省民政

厅厅长； 孙学雷为贵州省司法厅厅

长；晏婉萍为贵州省财政厅厅长；潘

荣为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厅长； 周文为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厅

长； 熊德威为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厅

长； 宋晓路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厅长； 高卫东为贵州省交通运

输厅厅长； 王扬为贵州省水利厅厅

长； 杨昌鹏为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厅

长；季泓为贵州省商务厅厅长；张玉

广为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李

奇勇为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

任； 孙拥辉为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厅长；冯仕文为贵州省应急管理

厅厅长；卢伟为贵州省审计厅厅长；

陈力为贵州省外事办公室主任。

据了解，这次省政府组成部门

机构改革后，不再保留的贵州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贵州省国土资

源厅、贵州省环境保护厅、贵州省农

业委员会、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贵州省旅游

发展委员会、 贵州省林业厅厅长和

主任职务自然免除。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昨日， 贵州省第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有关任免

案， 正式任命九个部门 “一把

手” 。

会议决定任命： 何刚为贵州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彭旻为

贵州省民政厅厅长； 周文为贵州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熊德威为贵

州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杨昌鹏为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张玉广

为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李

奇勇为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

任； 孙拥辉为贵州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厅长； 冯仕文为贵州省应急

管理厅厅长。

会议决定免去冯仕文的贵州

省民政厅厅长职务。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任命九个部门“一把手”

本报讯 11 月 7 日至 8 日，贵

阳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晏率团赴浙

江乌镇参加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并在“互联网 + 公共服务” 论

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参加“数字丝

绸之路” 国际合作论坛对话，分享

贵阳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新观点、新

做法、 新举措， 诚邀与会嘉宾参加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共谋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 共享

“中国数谷” 发展红利。

贵阳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徐

昊参加。

陈晏在“互联网 + 公共服务”

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说，贵阳市作

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核心区，以服务“网络强国” 、“数

字中国” 等国家战略为己任，在贵

州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

紧围绕打造中国数谷目标，大力推

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加快大数据产

业创新发展， 积极构建 “一擎双

翼” 的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协同治

理平台和模式， 全力打造数字政

府、做优公共服务、营造一流环境。

他指出，打造数字政府是新时代发

展的迫切需要，有利于推进政府管

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更好地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做优公共服务是打造数字政府的

重要目的，要通过提升政务服务的

精准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让市

民群众共享大数据发展红利。 营造

一流环境是做优公共服务的重点

任务，要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

大力推进“一网通办” ，深入开展

“不能说不行，怎么做才行” 等改

革， 加快打造政务服务最优城市，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和社会创新力。

在“数字丝绸之路” 国际合作

论坛对话中， 陈晏向参会嘉宾分享

了贵阳通过发展大数据促进创新创

业的实践经验和战略规划， 介绍了

贵阳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思路打算。他说，

贵阳作为连接“一带一路” 的重要

门户，将积极融入“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吸引国际国内数据资源汇聚， 加强

大数据技术研发和应用， 全力推动

数字经济做强做优。 希望能与“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和城市开

展深入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

世界互联网大会已在浙江乌镇

举办四届。 本届互联网大会以“创

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为主题，

共设置 19 个分论坛，举办“互联网

之光” 博览会和多场新产品新技术

发布活动。

市直有关部门参加。

（本报记者）

诚邀与会嘉宾参加“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决定了 8位新组建的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的任命

■决定 1个保留的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的任免职

互联网大会上 贵阳发出邀请

省政府机构改革人事任免公布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