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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本报讯 9 月 10 日， 记者从贵

州省市场监管局获悉，贵州省生态

文明建设标准体系框架正式编制完

成，通过标准化手段，将贵州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愿景直观具象地呈现在

人们眼前。

9月 9 日， 贵州省市场监管局

印发《关于印发〈贵州省生态文明

建设标准体系框架〉和〈贵州省生

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明细表〉的通

知》。 其中，《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

标准体系框架》分为三级层次。 一

级层次包括基础与管理、 绿色屏

障、绿色经济、生态文化与旅游、生

态脱贫、生态环境大数据等 6 大领

域，凸显《贵州方案》开展绿色屏

障建设制度创新试验等八大任务。

二级层次涉及 35 个方面， 三级层

次涉及 182 个部分，总体涵盖了贵

州省生态文明建设各行业、各环节

的细化层次，重点内容，标准需求，

构成了支撑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

完整标准体系。

《贵州省生态文明标准明细

表》共涉及相关国家、行业、地方标

准共 2513 个，其中，国家标准 1058

个， 行业标准 1107 个， 地方标准

348 个。

框架及明细表的制定完成，实

现了三个目标：

一是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指标化、措

施化、标准化、时段化，是用标准化

技术手段推动绿色贵州建设迈出

的重要一步。

二是框架涵盖了节约集约利

用资源、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国土

空间开发、 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

等领域，有效支撑了能效标识、水

效标识、“领跑者” 制度、用能权

交易、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环境

治理等政策措施的实施， 可推动

实施循环经济、美丽乡村、新型城

镇化等生态文明建设标准化试点

示范，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 框架

还可以提示各行业自觉对标生

产， 在保障生态的同时实现效益

最大化。

三是生态文明建设包括生态

建设、可持续消费模式、发展生态

产业、 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多领

域、多层次、多视角的重点建设内

容。 框架在注重规范生态产业文

明的同时， 也注重指导和规定人

们兼顾生态意识文明和生态行为

文明建设， 树立空间均衡理念和

底线思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生态文明建设 贵州出台“标准体系”

分三级层次和2513个标准，涵盖生态文明建设方方面面

本报讯 2019 年 9 月 10 日记

者从贵阳市人社局获悉， 贵阳市

2019 年公开招聘市属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 197 名， 其中管理人员 50

名，专业技术人员 147名。

报名统一在网上进行。 报考人

员须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 9:00 至 9

月 18日 16:00期间登录“贵阳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网”（http://rsj.

guiyang.gov.cn）网上报名入口提交

报名申请， 并上传本人近期免冠 2

寸正面证件照片 （jpg 格式、20KB

以下）。

报考人员只能选择一个岗位

进行报名，多报无效。 报考人员根

据所报考岗位的要求，填写《贵阳

市公开招聘市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报名信息表》。

报名期间， 每日 16∶00 后，将

在“贵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

上公布报名人数与岗位招聘计划

数。达不到 3∶1比例的岗位和报考

比例较高的岗位，供报名人员参考。

报名结束后，市招聘工作办公室将

及时公布各岗位报名人数情况。

资格初审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6日 9:00至 9月 19日 16:00。截止

到 9月 19 日 16:00， 已提交报名申

请但由于《报名信息表》信息不完

整、错漏、照片不符合规定等原因

导致初审未通过的，可于 9 月 20 日

14:00 前进行修改(不能改报其他单

位其他岗位)， 招聘单位 （主管部

门） 在 9 月 20 日 16:00 前完成审

核。 审核仍未通过的，不得再修改

任何报名信息，视为报名失败。

通过资格初审的报考人员须

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 9:00 至 9 月

21 日 16:00 在“贵阳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网” 进行网上报名确认并通

过网上银行缴纳 100元考务费。 未

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名确认并成

功缴费者视为自动放弃。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城乡

低保人员和 2019 届贫困毕业生可

免除报名费，需将相关证明材料的

原件照片或扫描件于 2019 年 9 月

19日 16:00之前通过网上发送到指

定邮箱，逾期不再受理,经考务部门

审核合格后，减免费用。

笔试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27

日上午，《职业能力倾向测验》考试

时限为 90 分钟， 满分为 150 分；

《综合应用能力》 考试时限为 120

分钟，满分为 150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贵阳事业单位招人 名额197个

16日起开始报名；其中管理人员50名，专业技术人员147名

9月 10日上午， 贵阳市南明区第

五实验小学举行“开笔礼” 。 该校 200

余名一年级新生和教师， 以充满仪式

感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庆祝教师节，

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活动现场， 一年级的新同学们身

着白底青边汉服， 在老师的带领下进

行了正衣冠、行拜师礼、点“痣” 破蒙、

击鼓明志、弘扬理想等活动。 潘朝选

南明区第五实验小学

新生“开笔礼”

庆祝教师节

1.人民防空的性质

人民防空市国防的重要组

成部分，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重要方面， 是现代化城市

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利国、利民

的社会公益事业。

2. 人民防空的建设方针和

基本原则

人民防空实行“长期准备、

重点建设、平战结合” 的方针，

贯彻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与

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