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赫章县公安局六

曲河派出所在召开“警民议事会”

过程中，接到群众反映称，有人聚集

在六曲河镇辖区进行赌博。 民警接

连捣毁两个赌博窝点。

民警调查发现， 辖区民祥村还

山组和川洞村长冲组一带有人在制

高点及周边安排人员放哨， 设置赌

博窝点。 由于参赌人员选择的地点

山高路远，而且山上树林覆盖好，很

难发现目标， 加之参赌人员便于利

用地形四处逃散，为抓获现行、固定

证据带来很大难度。

为了确保将赌博窝点彻底铲

除，最大可能搜集证据，六曲河派出

所及时调整工作思路， 对围捕工作

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6 月 4 日、9 日抓捕时机成熟，

六曲河派出所先后在民祥村、川洞

村捣毁两个赌博窝点，查扣车辆 21

辆，查处违法人员 23 人，治安罚款

22 人，缴赌资 3 万余元，行政拘留

1 人。

目前，相关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

办理中。 （李进 贵阳日报融

媒体记者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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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聘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贵阳分行

二、招聘岗位及人数

招聘岗位：支行客服经理、客户经理

岗位。

招聘人数：45人

具体岗位及工作地点详见招聘报名

网站。

三、招聘条件

（一）学历、学位条件。 境内院校毕业生

须具有国家统招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境外院校毕业生须具

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并取得国家教

育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

（二）专业条件。 以经济、金融、会计、统

计、中文、法学及管理类，计算机、自动化、人工

智能、机械制造、工程等理工类专业为主。

（三）工作经历。 本次招聘岗位均要求具

有一年及以上相关全职工作经历。报考客户经

理岗位应具有两年及以上相关全职工作经历。

具有政府经济金融对口部门及金融同业相关

工作经验者优先。相关从业经历等计算时间截

止 2020年 7月 30日。

（四）年龄条件。本科生年龄应在 30周岁

以下；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年龄应在 35 周

岁以下。

（五）其他条件。 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较好的适岗能力和较强的工作责任心，爱岗敬

业，做事严谨，客观高效；遵纪守法，未受过司

法机关或金融监管机构处罚；身体健康，能够

胜任高强度工作；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系统软

件， 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及文字组织能力，较

强的学习与沟通能力及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六）县域定向招聘人员需在县域机构工

作不少于 5年。

（七）报考县域支行的属地人员优先。

四、招聘程序

（一）网上报名：报名时间 2020 年 6 月 9

日 -6月 28日；应聘人员可通过我行招聘门户

网站（job.icbc.com.cn）进行 PC 端报名，也可

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人才招聘” 微信公众号进

行移动端线上报名申请。

（二）资格审查、线上面试、笔试、二次面

试、体检、培训等安排将另行通知，请及时关注。

五、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icbcgz2020＠126.com（本邮箱

只接受咨询，不接收简历）

联系电话：0851-85969404

中国工商银行贵阳分行 2020 年度社会招聘

本报讯 连日来， 贵阳一些市

民向本报反映，最近，东山公园的

人行道旁，算命“大师” 特别地多，

短短几百米长的路段，最多时摆了

20 多个小板凳，这里几乎成了“算

命一条街”了。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东山公园看

到， 这里每隔几米远就有一个算命

“大师” ， 旁边都摆放着一两张小板

凳，供前来抽签、算命、看八字的市民

坐着歇息，几百米的路段，记者数了

一下，一共有 17个算命“大师” 。

现场，一位中年男子交了 13元

后， 开始摊开自己的手掌， 让她来

“指点”家运。 一番鼓捣之后，这个

中年男子又在算命师的指引下，掏

出身上的 21元为家人解难。为示虔

诚， 他将身上最后一块老旧的 5角

硬币都贡献了出来。

“扯淡嘛，看八字，你首先要立

四柱，这些算命的，简直是瞎搞、乱

忽悠。 ”毗邻的一位“算命师”告诉

记者，今年这里的算命“大师”有点

多，啥样人都有，连大方、织金、黔

西的都赶来了，最多的一天有 20多

个人在这里营业。

“是人是鬼都吹自己厉害，抽签

算命看八字，啥子都会，其实真正

懂的有几个嘛。 ”他说。

虽然这里的算命“大师” 多，

但似乎迷信的人并不多，有的算命

“大师”到了下午一两点钟了，都还

没有“开张” 。

一位小伙经过此地，踌躇了片

刻，就被算命女子喊了过去，原本 13

元抽的签，6 元就让他抽了一个，此

举让一旁的同行不齿。

“6 元就抽签，简直是在卖菜，

如此不讲规矩，都把这个市场搞烂

了。 ” 一位算命“大师”嘀咕着说。

而这个算命女子则表示，考虑

到这里算命的多了，也没啥生意，她

准备过两天去做护理算了。 因为，

刚刚还有医院打电话过来，喊她去

做护理，开价 200元一天。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

是根据你的心理来说的，而你则是

根据自己思维和习惯去选择性地

聆听， 准与不准， 就看你如何领

悟。 ”“让你绝望，也给你希望，你

才会掏钱， 要是专门说你不好，你

肯定不会拿钱” 。 “命运掌握在自

己手里，这就是个迷信。 ”……一些

市民说。

针对东山公园算命的现象，有

社会学家认为，算命之风盛行，与现

代人心理压力太大不无关系，当一

个人对未来充满迷茫时，往往会选

择去看相算命，寻找一些心理上的

寄托，而算命的“大师” ，其实就是

靠揣摩人的心理来借机发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东山公园旁成了“算命一条街” ？

短短几百米的人行道上，最多时有 20 多个算命“大师”

本报讯 为了让家乡的父老乡

亲能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近日，

三都县中和镇新阳村外嫁姑妈们积

极集资捐款， 利用房前屋后的闲置

空地， 带动家乡亲人们发展庭院经

济，唱响乡村振兴主旋律，为脱贫攻

坚添砖加瓦。

走进中和镇新阳村板厘下组，

整洁的村寨里， 群众有的在制作竹

片、有的打桩、有的编竹篱笆，他们

各司其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都在忙啥呢？ 记者了解到，原来这

是村里在规划发展庭院经济， 而这

些想法正是由本村的外嫁姑妈们提

议出来的。 虽已出嫁在外，但乡情永

在，姑妈们乡土情怀、建设家乡的热

情不减反增。

“作为板厘寨的一员，我也想出

一份力， 把自己的村寨建设得更美

好，更漂亮。 ”外嫁姑妈潘秀兰说。

潘志华是新阳村的老支书，对

于姑妈们带头发展庭院经济， 创建

富美家园， 他表示很感谢， 也很支

持， 每天他都积极地参与到义务劳

动的队伍中。

村寨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位村

民，在建设庭院经济计划阶段，有些

群众持反对意见， 作为板厘下组组

长的潘云凯，联合村寨的年轻人，挨

家挨户地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并得

到认可。 现如今，村民们都自觉将各

家门前闲置土地让出来， 共同发展

庭院经济。

“现在我们庭院经济已经在初

步建设， 希望我们板厘能建设得更

好更美丽。 ”潘云凯说。

据了解，新阳村庭院经济项目，

除了外嫁姑妈们捐款 5000 元外，竹

子、 水泥等物资由当地政府出资购

买，群众则出工出力，共同建设美丽

家乡，唱响乡村振兴主旋律。

(韦朝文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张仁东)

躲进山林聚赌

23名赌徒被查

本报讯 6月 14 日，铜仁松桃

自治县太平镇红岩村，一名 50 多

岁男子下到自家约 3 米深的地窖

（俗称“苕洞” ）取红薯时，缺氧

晕倒在洞中，家人手足无措。 消防

员赶到后及时将其救出送医，男

子才得以脱险。

据了解， 当日上午 10 时许，

太平镇红岩村一名 50 多岁的男

子和家属在自家菜地除草种地。

期间， 该男子独自下至约 3 米深

的苕洞取红薯。 由于垂直洞穴内

氧气稀薄， 该男子下去后昏迷在

洞内。 家属在菜地附近寻找未果，

便在洞口处查看， 发现该男子已

经晕倒在洞中， 遂立即向附近邻

居求救。 邻居来到现场后，无法查

明洞内情况不能盲目进入苕洞内

救人，便立即拨打 119报警求助。

松桃消防救援站赶到现场勘

察发现， 洞口直径约 50 厘米，且

狭长细小，深约 3 米，洞底空间较

小，氧气含量稀薄，且洞内有大量

的红薯腐烂败坏的有毒气体。

了解情况后， 一名消防指战

员首先利用附近居民电风扇，往

苕洞供气通风， 另一名消防指战

员穿戴好防护设备后， 利用绳索

进入洞内实施救援。

由于苕洞内狭窄， 无法使用

多功能担架， 消防指战员便用吊

带固定好该男子， 在现场民警和

苕洞里的消防员共同协助下，经

过 20 分钟的紧张施救，将男子从

苕洞内救出。 此时男子口吐白沫，

已处于昏迷状态。 救援人员将他

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救助。

据了解，由于救援及时，目前

该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

（文道泉 杨武忠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张鹏）

地窖缺氧 村民险些丢命

事发铜仁一乡村；所幸救援及时，目前已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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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嫁姑妈组团

助力娘家振兴

三都：

发展庭院经济

救援现场

等待生意上门 算命正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