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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省劳动者致敬

贵州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大会在筑举行

本报讯 昨日，在“五一” 国际劳动节

即将来临之际，贵州省庆祝“五一” 国际

劳动节暨表彰大会在贵阳国际会议中心

隆重召开。当日，全国和省“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全国和省“五一” 劳动奖状、工

人先锋号先进集体代表，以及各市（州）、

各产业（行业）和社会各界职工代表等，

共 120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为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发挥

先锋模范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在全

社会营造比学赶超、 创先争优的浓厚氛

围，贵州省总工会决定：授予贵州乌江水

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洪家渡发电厂等 49

个先进单位“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状” ；授

予余杰颖等 160 名先进个人 “贵州省五

一劳动奖章” ；授予百里杜鹃管理区矿山

救护队有限责任公司三小队等 130 个先

进班组（车间、科室）“贵州省工人先锋

号” 。

据悉，今年我省表彰的 339 个贵州省

五一劳动奖和贵州省工人先锋号获奖对

象兼具了广泛性、普遍性、典型性三大特

征。坚持面向基层一线，重点向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倾斜，产业及其他

一线职工 108名，占比超过 67%。

其中，产业工人 63 名，占比 39%，高

出规定比例 4.4 个百分点；农民工 30 名，

占比超过 18%，高出规定比例 8.7 个百分

点。 （本报记者 张晨）

“五一” 小长假

加班工资咋算

根据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

加班者最低可领约 700 元

相比以往三天的“五一” 小长

假，今年的“五一”黄金周，增至 4天

了。 如果四天都加班，能拿到多少钱

呢？ 记者帮忙算了一下，最少有差不

多 700块钱。

根据有关规定， 计算加班工资

时， 日工资按平均每月工作时间

21.75 天折算，即法定节假日加班工

资 =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21.75×

300%， 休息日加班工资 = 加班工资

的计算基数÷21.75×200%。 根据上

面的计算方法，只要确定“加班工资

计算基数”就可以确定加班费。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上次公布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 一

类区：每月 1680 元；二类区：每月

1570元；三类区：每月 1470元。

如果以最低工资标准举例计

算： 一个月上班时间为 21.75 天，记

者算了一下， 那么日加班工资就是

1680÷21.75=77.24元。

5 月 1 日每日工资 = 工资基数

（举例的 1680 元）÷21.75� ×300%

=231.72元。 5月 2日、5月 3日、5月

4 日每日工资 = 工资基数÷21.75�

×200%=154.48 元。 如果 3 天都加

班，再乘 3，那就是 463.44 元。 如果

“五一” 黄金周都加班，那么最低能

拿到 231.72 元 +463.44 元 =695.16

元。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预测，“五一” 节

假日期间， 全省大部分地区多雷阵雨天

气， 暴雨也不时地前来刷一波存在感，不

过气温还是比较凉爽舒适。

预报显示，4 月 30 日—5 月 1 日白

天，大部分地区多云为主，天气晴好。冷空

气将于 5 月 1 日夜间影响我省，给中部以

东以北地区带来 4-8℃降温，到时，雨水

也会趁着冷空气光临。

5月 2日～4日，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有

中到大雨，中南部地区局部有暴雨，并伴有

强对流天气，气温有所下降。5月 2日大部分

地区气温在 14～19℃之间，随后最低、最高

气温有小幅上升，5月 3日 15～21℃，5月 4

日 16～22℃。 （本报记者 张晨）

明起中部地区将降温

“五一” 节假日 全省多雷阵雨

本报讯 贵阳市教育局将通过义务教育

入学服务平台对各民办学校参加随机派位学

生进行编号， 随机派位选中的逻辑关系与现

场抽签直接关联， 具体随机派位办法将于 6

月 10日对外公布。

市教育局要求，随机派位抽签具体工作由随

机派位学校推荐的学生家长代表和学校教师代

表实施，抽选工作要于 6月 20日前完成。

昨日，记者从贵阳市教育局获悉，非贵阳

市户籍（不含随迁子女） 学生报读民办学校

的，报名同样需要接受网络管理。 报名的地点

为学生选报的民办学校， 报名方式为现场报

名。 报名的前提条件为非贵阳市户籍、非贵阳

市随迁子女适龄儿童少年。由于平台建立了公

安、人社、市场监管数据共享机制，因此，凡具

有贵阳市户籍和具有贵阳市居住证、在贵阳缴

纳社保、有工商营业执照的人员子女，以及前

期在平台已经登记报名的学生是不能作为这

类学生在民办学校通过平台完成报名的。

前期未在平台登记信息的户籍不在贵阳

市的政策照顾生可作为这类学生参加民办学

校的自主招生，报名的地点为各区（市、县）教

育局，报名时间为 6月 24日—6月 25日。

市教育局表示， 民办学校的自主招生面谈工

作要多场次开展， 保证填报了两所学校的学生在

民办学校面谈期间均能参加学校面谈。民办小学 6

月 27日 --6月 29日， 民办初中 6月 27日下午

--6月 29日只进行面谈，不开展录取。 6月 30日

上午，自主招生学校对学生发送拟录取手机短信，

6月 30日下午 --7月 1日学生到校办理学位确

认手续。

教育局强调，民办学校在分班上要进行混

合编班，不得对随机派位学生单独编班。此外，

各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如事先无直升计划和

签署直升协议的，本年度招生一律不得追加计

划和补签直升协议。从 2019年入学新生起，民

办学校不得再与学生签订直升生入学协议。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阳民办初中招生面试时间公布

具体随机派位办法将于 6 月 10 日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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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 期间，为方

便新老客户办理广告，广

告中心将于 5 月 1 日、4

日上午 9：30－12：00 安

排工作人员值班 ,欢迎读

者前来办理相关业务。

2019 年 5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