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 月 27 日，建行贵州省分

行举行“劳动者港湾” 启用发布会，宣

布所辖营业网点全部建立 “劳动者港

湾” ，打造劳动者的“歇脚地” 、“加油

站” 、“充电桩” 、“暖心窝” 。 据了解，

“劳动者港湾” 将重点为环卫工人、出

租车司机、交通警察、城管、快递员、志

愿者等户外工作者以及其他劳动人民

和需要特殊关爱的群体提供周到、贴

心的服务。

“劳动者港湾”是继建行“住房租

赁、普惠金融、金融科技” 三大战略推

出的服务民生的又一重大举措。

目前，建行贵州省分行“劳动者港

湾” 建设行动快、力度大，取得了积极

成效。一是覆盖面大。全省 214个对外

营业网点全部建立“劳动者港湾” ，均

可为社会公众提供饮水和休息服务，

其中 176 个网点可对外开放卫生间，

占全部网点的 82.24%， 平均每 6 个网

点就有 5 个卫生间可供公众使用。 二

是服务内容全。 按照建总行最新标准

精心打造，根据旗舰店、综合店和轻型

店等不同网点类型， 确定不同网点服

务资源配置及开放标准， 细分服务设

施与服务内容最多达到 62项。 如饮水

机、休息桌椅、图书、Wi-Fi、手机充电

器、点验钞机、老花镜等基础惠民服务

设施。

据了解， 建设银行还将强化金融

科技运用， 打造互联网 + “劳动者港

湾” 新平台，研发“劳动者港湾” 手机

客户端， 为社会公众提供 “劳动者港

湾”线上查询服务。

（本报记者 商昌斌）

■相关链接

近段时间， 浙江女孩打滴滴顺

风车被司机杀害的消息引发了大量

市民的关注。在愤怒痛心的同时，也

有市民在咨询，当遭遇危险时，除了

拨打 110， 还有哪些报警方式。 昨

日， 记者与贵阳市公安局 110 报警

台联系，报警台主任徐燕表示，目前

市内主要的报警方式包括电话、短

信与微信三种。

据徐燕介绍， 自去年 6 月开

始，贵阳公安就推出了短信报警与

微信报警。 市民在关注 “贵阳公

安” 微信公众号后，在公众号首页

右下角即可看到 “一键报警” 功

能。 当市民遇到危急情况时，按下

“一键报警” 按钮后，进入“一键报

警” 页面，填写报警信息，开启语

音、图片，同时定位服务功能能够

对事故发生地位置进行实时上传。

最后，市民确认按下下方“报警”

后，民警即可收到信息。

徐燕表示，目前，贵阳公安还在

不断对微信报警系统进行升级。 预

计在今年 9月， 市民还可通过微信

实现视频报警。

在此，贵阳公安提醒市民，当

感觉遇到危险时， 如果还能打出

一个电话，请打给 110；如果还能

发出一条短信， 请发给 12110；如

果还能发出一条微信， 请选择一

键报警。

本报记者 李慧超

遭遇危险 报警方式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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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贵阳市运管局对

我市滴滴、首汽、神州、神马等网约

车平台企业进行约谈，要求各网约

车品牌要加强安全监管工作，积极

落实车载“一键报警”装置工作。从

即日起，各网约车平台不得再新接

入未经许可的车辆和人员，滴滴平

台必须停止接入非贵 A车辆。

会议上， 贵阳市运管局出租车

科对“8月 24日温州乐清，滴滴顺风

车司机侵害乘客性命” 事件进行通

报， 要求各网约平台要以此为鉴，秉

持“营运服从安全”的原则，全面审

视自身安全管理工作。

同时， 该局出租车科、 信息中

心、法规科、安全科以及各稽查大队

等相关职能部门分别通报了滴滴平

台数据接入情况、派单情况及车辆

和人员办证情况，就处罚违规平台

作安排，对网约车平台提出相关要

求。 据贵阳市运管局信息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贵阳取得网约车

驾驶证的驾驶员有 2000多名。

此外， 贵阳市运管局要求各网

约车平台按照要求， 尽快落实车载

“一键报警”的装置。 同时，严查司

机人证情况，从即日起，各网约车平

台不得再新接入未经许可的车辆和

人员，滴滴平台必须停止接入非贵 A

车辆， 并加快清退已接入的不合规

车辆和人员。 各网约车平台要确保

乘客个人隐私不得泄露， 针对乘客

对驾驶员评价逐一筛查，对反映驾

驶员有可能构成违法违规行为的

信息，平台应暂停对车辆派单，调

查核实清楚后再另行处置， 坚决

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网约车平台必须根据贵阳市交

通管理局和贵阳市公安局、公交分

局对人车数据的分析结果，对核查

出有问题的驾驶员立即停止派单

并及时反馈整改。 同时，网约车平

台企业每月必须定期进行一次对

人车信息的全量检查，对人车不符

的，坚决予以清除。此外，滴滴公司

必须加快办理车辆和人员的合法

手续，停止接入不合规车辆、人员，

并清除平台上所有不合规车辆、驾

驶员，不得以低于运营成本的价格

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禁止以合乘名

义从事非法网约车经营服务。

对于提供服务车辆未取得《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或者线

上提供服务车辆与线下实际提供服

务车辆不一致的， 由县级以上出租

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

按照职责处以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以

10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罚款。

（本报记者 陈玲）

时间：9 月 1 日 （周六）09:

30-12:00

� � � �主题：唐宋茶文化与士风之变

主讲人： 董 慧(现就职于清

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工作

站,硕士、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 主要从事中国古

代史（宋史与茶文化）以及中国

哲学（庄子哲学）的研究。 博士毕

业论文获 2017届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

� � � �时间： 9月 2日（周日）09:

30-12:00

� � � � 主题：阳明文化系列讲座(二

十八)———王阳明波澜壮阔的一生

主讲人：王晓昕（贵阳学院教

授，中南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硕士

生导师，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省

高校教学名师， 贵州省高校优秀

教学团队《中国思想史》带头人、

全国地方院校联席会常务理事。

贵州省阳明学学会会长、 贵州阳

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阳明

文化园文化顾问。 长期从事中国

儒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

教学与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阳

明学，任《王学研究》杂志（季刊）

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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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2018年 8月 27日

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活动公告

贵阳市运管局约谈多家网约车企业，要求落实“一键报警”装置工作

“滴滴”停止接入非贵A车辆

■新闻速递

本报讯 近日，经过三个多月的

调研论证， 贵州省第一台具备港澳

台再次签注办理功能，支持扫码、刷

卡缴费的自助签注一体机在贵阳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分局接待大厅调

试成功，正式投入使用。手持卡式港

澳台通行证的贵州省居民可通过该

一体机实现办理赴港澳台旅游签注

立等可取，即签即走！

据了解，以往办理签注虽只需

两个小时，但要在老款的自助签注

机上先申请， 再去窗口排队缴费，

最后还要凭单子去领证窗口排队

领取。 虽耗时不长，但办理起来流

程较多。 现在有了该一体机，从办

理到缴费仅需要两分钟便可完成。

一体机办理自助签注共有 3

步，即签注申请、签注交费和签注

办理。

签注申请时，触摸屏幕左下方

的“港澳台签注” 进入签注办理流

程；触摸屏幕右下方的“剩余签注

查询” 不仅可查询卡式通行证签注

剩余可用次数，还可以在使用一体

机签注之后核实是否签注成功。

在一体机右下方的 “签注卡

入口处” 插入卡式通行证，等待读

取信息之后，进入选择签注种类的

页面。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贵州省仅

贵阳市户籍的居民可办理个人旅

游，其他省内非贵阳户籍的居民仅

可办理团队旅游；此外，属于登记

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是不能在一

体机上申请的，需要拿上单位的意

见函到柜台办理，办理时间仍然是

三个工作日。

在选择完办理的签注类型之

后，点击“下一步” 即可进入签注缴

费页面。 可选择银行卡 （插卡支

付）和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客户端

（扫描二维码）支付。 支付成功后

将打印一张办理凭证。

目前，一体机不能打印非税票

据，如需非税票据的申请人，请到

人工柜台进行签注办理。

缴费成功之后，一体机就开始

制作证件签注，等待时间有 30秒左

右，证件签注制作完成后请您一定

要按照一体机的提示核对好签注

信息。 （本报记者 张鹏）

办港澳台签注 以后只要两分钟

贵州首台自助签注一体机在贵阳投入使用

市民正在办理签注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阳市人才

服务中心了解到，9月至 12月期间，贵

阳市将举办第三届 “爽爽贵阳聚英

才” 中高级人才封闭洽谈会。 今年的

洽谈会将采用预先验证、现场封闭、单

独洽谈模式， 在保证供需交流双方高

对应、高层次洽谈的基础上，确保用人

单位以及高级人才的保密要求。

此次会议入场定位更加精准化。

根据高洽会的定位， 会议主办方对参

会和求职人才进行了双限制， 参会单

位限制为至少有 1 名公司人力资源总

监或副总级领导亲临参会， 同时提供

的职位至少是部门经理以上， 或是紧

缺急需专业技术（技能）岗位，招聘对

象或是硕士或副高以上人才， 或者职

位年薪 6万元以上。

进场人才需具备： 在知名大中型

企事业单位任部门主管以上经历；硕

士及以上学位人员；海外留学人员；本

科以上学历且 3 年以上工作经验；大

专以上学历且 5 年以上工作经验；中

专以上学历且 8 年以上工作经验；具

中级以上职称人员或具有国家注册执

业资格人员；具高级技师资格人员；其

他紧缺专业人员； 主办方根据企业岗

位需求从高层次人才库中定向邀约的

其他人才等条件之一。

（本报记者 孙维娜）

贵阳将举办第三届 “爽爽贵

阳聚英才” 洽谈会

中高级人才

可觅好岗位

214个“劳动者港湾”

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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