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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明在调研市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时强调：

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履职能力
本报讯 3 月 13 日， 贵州省委
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到市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调研走访，看
望机关全体人员，并与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负责人进行交流。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徐红，
市委常委、秘书长刘本立参加。 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致公党贵阳
市委主委宋平，市政协副主席、民
进贵阳市委主委杜正军， 市政协
副主席、民革贵阳市委主委殷勤，
市政协副主席、 民盟贵阳市委主
委邓胜龙，市政协副主席、民建贵

阳市委主委喻理飞， 市政协副主
席、 九三学社贵阳市委主委田茂
书、农工党贵阳市委主委田社鸿、
台盟贵阳市支部主委黄学军、市工
商联主席施波分别陪同。
当天， 赵德明先后来到市台
盟、市民建、市民进、市民革、市民
盟、市致公党、市农工党、市九三学
社驻地和市工商联机关， 看展示、
听汇报， 详细了解市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工作开展情况， 他指出，市
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认真履行职
责，积极建言献策，做了大量工作，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按照市
委决策部署开展工作，加强自身建
设，提高履职能力，在新时代展现
新气象、争取新作为。 来到市委统
战部信息中心，赵德明在听取贵阳
市民营经济服务平台建设情况汇
报后，强调要充分运用好大数据技
术，建好建优服务平台，完善金融
服务等功能，解决好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在服务全市民
营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调研中，赵德明强调，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增强“四个意识” ，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
护” 。 要发挥好统一战线的智力优
势、资源优势、人脉优势，把广大统
一战线成员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
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高标准
要求、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多
做贡献。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本报记者）

数博会展览板块项目招标启动
有意合作的供应商可前来投标；时间截至本月25日
本报讯 3月 13 日， 经 2019 数
博会执委会授权， 贵阳大数据博
览会有限公司在贵州省招标投标
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了数博会展
览板块搭建项目的招标公告，这
预 示 着 2019 数 博 会 专 业 展 会 服
务商招标工作全面启动。
本次招标项目为《2019 数博会
展区设计、搭建、拆除及现场运营项

目——
—品目二：2019 数博会展馆设
计、搭建及运营》，有意合作的供应商
可前来投标。 另外，招标详细文件及
联系方式可点击链接获取——
—http:
//www.gzsztb.gov.cn/trade/bulletin/?
id=82456， 接收响应性文件截止、磋
商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25 日 14:00。
据介绍，为更好地向参展企业、
专业观众提供优良的参展服务和

参观体验，此次招标将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国际惯
例和往届数博会操作实际，通过竞
争性磋商招标方式，评选出国内展
览行业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强实力
的设计、搭建公司作为展览会主办
单位指定服务商。
据了解，2019 数博会专业展会
是所有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15 年举办以来， 得到了政府、行
业协会、企业、媒体以及广大大数据
领域专业人士、 爱好者的鼎力支持
和积极参与。 展会通过自身的不断
完善与创新， 已成为目前中国大数
据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展会， 整体氛
围营造和企业专业展示均代表了国
内行业最高水平， 每年吸引着数十
万人参观。
（本报记者）

省教育“
大调研” 对所属中小学、幼
儿园及属地内市直属学校食品卫生
安全釆用自查、交叉检查、面上抽查
等方式组织开展全面排查，并督促
指导所属学校进一步健全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责任制度，筑牢食品安全

防线，确保学生在校食品安全。
同时，各直属学校、幼儿园于 3
月 13 日内完成对食堂食品安全的全
面自查。 检查中发现存在安全隐患
的，必须立即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要
严肃处理。 （本报记者 谢孟航）

■相关链接

这些学校已开展检查
3 月 13 日晚， 贵阳市第二中
学、贵阳市第六中学、贵阳市第九
中学、贵阳市中心实验幼儿园等市
直属学校和幼儿园连夜开展食堂
食品安全全面自查。
3 月 14 日上午， 贵阳一中对
学生食堂、校园超市开展了校园食

品安全专项大检查。学校党委书记
李华荣校长、陈章义副校长等查看
了各食堂操作间、 库房及校园超
市，检查的重点为食品配料、原材
料是否过期，是否合格，是否索证
索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在有
效期内，各功能间设备设施是否正

常运转等内容。
3 月 14 日清晨 8 点， 由贵阳
市教育局组成的检查组第四组对
贵阳市第五中学配餐加工点进行
专项检查。检查重点包括配餐点各
种证、票是否齐全，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是否落实，台账管理，加工制

黔西南州近九千人
实现“
农转城”
本报讯 来自省民政厅的消息，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3 月，黔西南州
已将符合条件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村低
保对象 3026 户共 8870 人转为城市低
保对象。
据介绍，这 3026 户 8870 人中，县
内搬迁“农转城” 共 2561 户 7612 人，
2019 年 3 月 共 发 放 城 市 低 保 金
242.1053 万元；跨县搬迁“农转城” 共
465 户 1258 人，2019 年 3 月共发放低
保金 57.9683 万元。
“为了让扶贫搬迁对象及时领取
到城市低保金，‘农转城’ 审查核实程
序也极为便捷。 ” 黔西南州民政局介
绍， 县内搬迁的农村低保对象由各县
（市、新区）民政部门按照城市低保程
序认定后， 将符合标准的及时转为城
市低保；外县迁入的，由迁出地民政部
门审核搬迁农村低保家庭收入并签字
认定后，提供给迁入安置地民政部门，
按城市低保程序转入安置地市城市低
保，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并在
每月 10 日前发放城市低保金。
（本报记者 曾秦）

开展户外招聘会
帮乡亲们找工作

贵阳市各学校开展食堂食品安全自检自查工作
3 月 13 日举行了贵阳市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紧急会议，要求全市学校
开展食堂食品安全自检自查工作，
守护学生食品安全。
市教育局要求，各区县市教育
局于 3 月 14 日 -3 月 15 日，结合全

2017年7月至 2019 年 3月

“新春走基层 岗位送万家”
走进龙里扶贫搬迁安置点

守护学生
“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教
育局获悉，针对近期省外一些中小
学陆续发生食堂食品安全事件，为
有效提升贵阳市各学校食堂食品安
全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
高学校卫生管理水平，市教育局于

■新闻速递

作，清洗消毒是否符合规定，以及
库房所有食材的存放情况等。
3 月 14 日， 贵阳市第三实验
中学、第四十五中学、为民国际学
校等中小学校也对学校食堂证照、
留样、采购索证、食材质量、加工操
作等食品安全工作进行自查。

本报讯 3 月 14 日，“新春走基层
岗位送万家” 走进龙里扶贫搬迁安置
点。 当天，一辆承载着 50 余家企业人
事专员的招聘大巴如期抵达洗马社
区，现场开展户外招聘活动。
现场， 新搬进安置点的老乡们都
想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大家在
观望驻足的同时， 也和招聘单位反复
协商。
11 点左右，招聘会的现场气氛达
到高潮， 放眼望去， 招聘现场人头攒
动。 不少单位拿出“秘密武器” ，一时
间，类似“
月薪过万，敢不敢挑战！ ” 的
口号从四面八方的喇叭里传出。
当天，50 余家企业提供岗位 5000
多个，吸引 3000 余人到场求职，500 余
人达成求职意向。 （本报记者 张晨）

贵州第六届“
书香三八” 读书
活动优秀作品展演举行

发挥“娘家人”作用 当好职工贴心人

百余优秀作品
尽展书香之气

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六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举行
本报讯 3 月 14 日， 省总工会
第六届女职工委员会第六次全委
（扩大）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回顾
总结去年全省工会女职工工作，安
排部署今年各项任务， 并代全国总
工会为我省获得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岗（标兵）的先进女职工集体和个
人颁发了奖牌和证书。
据介绍， 去年省总工会女职工
委员会为全省女职工送去满满的
“福袋” ，今年，省总工会女职工委
员会还将持续发力， 深入细致地做
好关爱服务工作， 当好女职工温暖
娘家人” 。
贴心的“

当天会上， 省总工会女职工委
员会还邀请了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乳
腺外科主任、 医学博士刘蜀为大家
作了《关爱女性 呵护乳房》的健康
知识讲座。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去年全省
工会开展各类劳 动 技 能 竞 赛 1.5
万 余 场 ， 参 赛 女 职 工 70 万 余 人
（次）；举办“护工就业行动” 培训
班 268 期，培训人员 6561 次；筹集
资金 940 多万元， 慰问儿童 14 万
余人；举办维权讲座（咨询）、法律
知识竞赛 264 场，参与女职工突破
10 万人。
（本报记者 张晨）

颁奖现场

本报讯 3 月 14 日， 贵州省第六
届 “书香三八——
—引领女性阅读 建
设文明家庭” 读书活动优秀作品展演
表彰会在贵阳举行。
据了解， 此次读书活动由省总工
会女职工委员会主办。
活动自去年年初启动以来， 广大
女职工积极参与， 经各级工会女职工
组织层层筛选上报， 省总工会女职工
委员会收到征文、家书、阅读表演三类
作品共 1000 余篇。
经专家组严格评审，122 篇优秀
作品脱颖而出，分获一、二、三等奖和
优秀奖，23 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
（本报记者 张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