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州省残

疾人志愿服务协会获悉， 贵州省残

疾人志愿服务协会将在 9月 20日开

展《我和我的祖国》快闪公益活动，

现面向社会招募阳光助残志愿者。

此次招募时间为 8 月 12 日至 9

月 15日（文艺特长残疾人报名截至

8 月 20 日）。 招募对象为残疾人文

艺特长志愿者（人数不限），参与前

期录音及快闪活动， 要求有歌舞特

长或会乐器演奏； 快闪活动志愿者

协助活动开展； 交通志愿者要求有

大巴车或出租车等营运车辆及运营

资质；摄影志愿者、化妆志愿者等专

业志愿者若干。 同时募集饮用水、盒

饭、 化妆工具、 摄影工具等物资若

干 。 有 意 向 者 可 拨 打 电 话

（18785078530）报名。 （谢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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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了解到， 为进一步加强

我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建筑市场监

督管理，日前，该厅第一监督执法检

查组按照“双随机” 要求，对贵阳

市、 贵安新区部分在建工程进行了

监督执法检查。 检查显示，因质量安

全不过关，九大工程项目被点名，检

查组还下达了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

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

通知单。

本次检查共抽查了贵阳市花溪

区、观山湖区、高新区 6 个在建工程,

贵安新区的 3个在建工程， 共计 9 个

在建工程， 总建筑面积 44.87 万平方

米；其中公共建筑项目 3个，商品房项

目 6个。

本次主要检查了工程项目参建

各方主体质量安全责任落实情况；有

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执行情况，施工现场工程质量、安全、

消防和扬尘治理等情况。 同时，抽查

贵阳市花溪区 3 户农村危房改造“五

主体” 、“四到位”验收情况。

本次检查共抽查内容 1518 项，符

合项为 1240项，基本符合项为 44 项，

不符合项为 234项， 分别占总检查项

的 81.69%、2.9%、15.41%。

其中， 贵阳市受检项目合格率

84.09%、基本合格率 1.83%、不合格率

14.08%； 贵安新区受检项目合格率

76.5%、 基本合格率 5.2%、 不合格率

18.3%。检查组共下达贵州省建筑工程

质量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

情况通知单 9份。从检查的情况来看，

质量安全基本可控。

据悉，抽查的项目中主要存在安

全、质量、监理单位等方面的问题。 针

对这些问题，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要

求，各市（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

大对施工安全隐患排查力度，确保全

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并进

一步压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和施工、

监理单位的主体责任，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的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将项目质

量安全管理情况和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及时上报工程所在地质量安全监

督站。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今日 14 时， 贵州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

贵州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副院长肖

丽娜将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

热线， 就老年人的日常保养与市民

展开互动交流。

肖丽娜主任表示， 老年人要学

会正确保养， 首先要正确认识什么

是衰老。 一般来说，人在 40岁以后，

会出现生理性老化现象。 但是衰老

的发生却存在着个体差异。善于“养

生” 的人不单长寿，而且生活质量也

高。 饮食不节、生活无规律、喜怒无

常、劳欲无度的不善调养者，则常会

“未老先衰” 。 这也就说明了，虽然

衰老是必定要出现的， 但能通过人

为的手段，推迟和延缓老化的发生。

对于中年人来说， 可以通过哪

些方法推迟延缓老化的发生？ 老年

人又可以通过哪些正确的保养方法

提升自己的健康？ 今日 14时———15

时 ， 读者可拨打电话 0851———

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 还可关

注 “贵阳晚报黔生活”（gywbysh）

微信公众号， 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

发送，本报将把问题转给专家，并在

“健康森林” 版面刊登专家的相关

解答内容。 （李慧超）

本报讯 本月，两场千企万岗促

就业大型招聘会将在贵阳市南明区

花果园中央公园举办，举办时间是：

8 月 17 日（周六）9：00-14：00；8 月

24日（周六）9：00-下午 14：00。

千企万岗促就业大型招聘会由

贵州众国人才市场、 众国人才网

（www.003job.com）共同主办。 据主

办方统计， 两场招聘会现场加网上

预计有 900 余家企事业单位招聘。

主要是我省知名企事业单位， 本次

招聘单位预计提供专兼职职位

10000余个。

凡本次入场的求职者具有本科

学历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硕士毕

业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博士两年

以上工作经验的、 中高级技术工人

和中高层管理工作经验五年以上

的、有一定技能的残疾人士，可报销

车费补贴 50-500元。

众国人才市场售后服务部将在

现场和网上为没有找到合适职位的

应往届毕业生及社会各类人才免费

推 荐 就 业 。 免 费 求 职 热 线 ：

0851-85167699�85169399。 如在现

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可在众国

人才网（www.003job.com）上免费

注册找工作。 （陈问菩）

质量不过关 九个工程项目被点名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贵阳市、贵安新区部分在建工程开展监督执法检查———

1、 碧桂园·印象花溪二期 43、

44、55、56# 楼项目，广东腾越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一是安全方面存在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项方案专业分

包单位的编审签字不符合要求，总

承包单位职能部门及技术负责人未

审核、审批；一级配电的电缆线拖

地，无保护措施。二是质量方面存在

负 2层剪力墙、 柱标养混凝土试块

不合格；局部钢筋位置控制达不到

设计及规范要求。 三是监理单位湖

南中昊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存在

资料中无原材料、检验批、隐蔽工程

等报验记录资料。

2、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 4# 地

块 1-3、8-10#楼项目，中建四局第

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一是安全方

面存在悬挑脚手架、模板专项方案

未按分部分项进行编制、审批；个别

安全技术交底存在代签现象；总配

电房漏电保护器参数不符合规范要

求，1 号塔吊开关箱安装位置不便

操作，污染严重。 二是质量方面存

在保证记录资料不完善，无隐蔽验

收记录，无混凝土施工记录。 三是

监理单位贵州黔水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存在未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及总

监任命书；资料中未留存检验批、工

序报验记录；对危大工程施工无旁

站记录，塔吊检查记录未留存。

3、 贵阳恒大中央公园 B�地块

1-3#楼及地下室项目，中铁五局集

团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一是安

全方面存在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内容

与现场不符；危大工程清单辨识内

容不全，未报审。 二是质量方面存

在剪力墙钢筋位置控制不符合规范

要求。 三是监理单位贵阳永欣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存在规划内容不符合

要求，编制、审批格式不符合要求；

资料中未留存工序报验记录。

4、银海元隆·熙府二期 C�栋公

寓及地下室部分 2-1�项目，中国建

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一是安全

方面存在危大工程清单辨识内容不

全； 外架特种作业人员交底资料与

现场实际不符。 二是质量方面存在

局部钢筋位置控制不符合规范要

求，钢筋漏扎较多；部分梁板低等级

混凝土进入高等级混凝土柱头。 三

是建设单位贵阳盘江置业有限公司

存在未做好对 C 栋侧面的土质边

坡监测监控，未做记录。

5、 中关村贵阳市科技园核心

区南区·智谷（二期）四标项目，七

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是安

全方面存在多台塔吊交叉作业，吊

装高度在同一水平面， 无防碰撞措

施；危大工程清单辨识内容不详细，

与现场实际不符； 外脚手架的立杆

全部在同截面连接， 无有效的加固

措施。 二是监理单位贵阳科力建设

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存在规划内容不

符合要求，实施细则针对性差；未对

桩基检测单位资质和人员进行审

查；资料中未留存原材料、工序报验

记录。

6、 中国振华科技产业中心一

期体育馆项目，贵州建工集团第六

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一是安全

方面存在外架特种作业人员交底

资料与现场实际不符；现场高大模

板未按专项方案设置水平安全网、

上下通道及铺设作业平台。 二是监

理单位贵阳卓信建设咨询有限公

司存在专业监理工程师配备不足，

且未在现场；资料中工序报验记录

未留存。

7、 中国铁建贵安山语城 D2公

寓项目，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

是建筑市场方面存在技术负责人未

在现场履职。 二是安全方面存在悬

挑脚手架专项方案未经公司审核、

审批；悬挑脚手架底部封闭不严，无

验收记录； 现场封闭围档不符合要

求； 个别漏电保护器接线不符合要

求。 钢筋加工区开关箱安装过高，超

过 2 米； 塔吊基础积水严重 （约

30cm）。 三是质量方面存在桩的钻

芯取样数量达不到设计规范要求，

未见钻芯报告。 四是监理单位贵州

建工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存在对施工

单位塔吊的日检工作管理不到位，

未记录。

8、 碧 桂 园·贵 安 1 号

ZE-07-03-3 地块领航中心项目，

广东腾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一是

安全方面存在高支模、 外脚手架等

专项方案项目技术负责人未对作业

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总配电房

漏电保护器参数不符合规范要求，

未设可视断点隔离开关； 施工电梯

极限开关失灵，操作台视频不清晰。

二是质量方面存在附壁砌体高度

大，未设水平砼梁。三是监理单位贵

州鑫晟达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存在资料中未留存材料报验，检

验批等记录； 未对特种作业人员资

格审查，无审查记录；安全监理日志

记录较差，无安全月检、周检记录，

危大工程未做旁站记录。

9、 群升·大智汇 05# 地块 3#

楼及派出所项目，浙江暨阳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一是安全方面存在脚

手架、模板专项方案无安全技术交

底；外脚手架连墙件缺失，卸料平

台与外脚手架连接；模板支撑体系

纵横水平杆缺失；总配电房设置不

符合规范要求，钢筋加工区开关箱

安装随意。 二是质量方面存在构造

柱钢筋绑扎不牢， 箍筋间距大，数

量不足，箍筋加密区未加密，拉墙

筋间距大；机械孔均未钻芯，对桩

身及承载力未进行检测。 三是监理

单位贵州建工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存在未见同条件试块证取样计划；

现场下发安全类监理通知单偏少

（仅 2 份）。 ■肖达钰莎

■相关链接

这些工程项目有问题

两场大型招聘会 万余岗位等你来

地址：南明区花果园中央公园；时间：8月 17日、8月 24日

今日 14 时，本报“专家

坐诊”健康热线开讲：

老年人咋保养

专家来支招

这个公益活动

招募助残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