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送审资料中

发现假证件

本报讯 6 月 28 日 20 时，普定

路政执法大队督促违法修建广告牌

施工方对安普高速与安紫高速连接

处匝道口三角带绿化带高速用地内

违法修建广告牌所挖掘的深坑进行

回填，恢复高速公路用地原貌。

据了解，日前，大队队员在进行

日常巡查时发现安紫高速与普安高

速连接处三角绿化带有挖掘机正在

施工，挖了一个 4米深的大坑，并且

广告牌基础已经做完， 接下来准备

立广告牌。经查,该广告无任何审批

手续。 因此责令施工方坑槽回填深

坑恢复原貌。 （王永鹏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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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9 日记者从贵阳

市人社局获悉， 为切实维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 加强对违法用人单位的

社会监督，强化诚信体系建设，该局

对外发布：2020 年第二批重大劳动

保障违法行为典型案例。

一、 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查处贵州大地建设集团投资有

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2020 年 1 月 20 日， 贵阳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综合

行政执法执法支队接到劳动者投

诉： 反映贵州大地建设集团投资有

限公司拖欠职工工资。

经查证，贵州大地建设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拖欠 4名劳动者劳动报酬

共计 44.2万元。 2020年 1月 19日，

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

向该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

改正决定书》（筑人社监令字[2020]

第 2—003号），该公司逾期未履行。

2020 年 5 月 12 日， 贵阳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该公司下达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筑人社监罚字[2020]第 004 号）和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

（筑人社监理字[2020]第 015 号）。

该公司至今未履行缴纳罚款也未支

付劳动者工资。目前，该案正按法定

程序继续办理中。

二、 花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查处贵州青栀坊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2020 年春节后，花溪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综合行政

执法执法大队陆续接到劳动者投

诉： 反映贵州青栀坊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拖欠职工工资。

经查证， 贵州青栀坊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拖欠 23 名劳动者劳

动报酬共计 39.2591 万元。 2020 年

3 月 10 日，花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依法向该公司下达《劳动保

障监察责令改正指令书》（花人社

监令字[2020]第 12 号），该公司逾

期未履行。

2020 年 4 月 24 日， 花溪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该公司下达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花人社监罚字[2020]第 03 号）和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

（花人社监理字[2020]第 03号）。该

公司至今未履行缴纳罚款也未支付

劳动者工资。目前，该案正按法定程

序继续办理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贵阳市 2020 年第二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典型案例发布

拖欠劳动者报酬 两公司成“典型”

本报讯 日前，73 岁的程先生

在贵州华夏骨科医院接受了开放性

腰椎手术，彻底与跟随他近 20 年的

腰椎老毛病告别。

据了解，程先生接受这次手术，

令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他是一名严

重的冠心病患者，常年高血压，并伴

有心慌气短、慢性缺氧状态，生活活

动范围在 200 米左右， 同时， 还在

2011年植入了心脏起搏器。

“我知道，对于我这样的老年病

人而言，接受开放性手术的风险极

大，充分了解手术风险以后，我还

是坚决要求手术。 ” 程先生告诉记

者。 为了争取医生同意为他手术，

好强的程伯为了打消医生的顾虑，

还写下了遗书，坚决要求手术。 看

到他这么坚决，家人唯有支持他的

决定。

之所以选择贵州华夏骨科医

院， 程先生说就是源于信任。 他

说， 他与华夏骨科医院已经是老

熟人了，每次入院，特别喜欢给医

院提意见，医院也很重视，经常是

第 2 天领导就亲自上门， 回复处

理意见。

这是为了争取一个更好的晚年

生活质量的老人！ 感动于程先生的

决心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医

院决定全力支持其手术， 并为程先

生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最终，医

患携手共进， 准备一起度过手术难

关。

“答应病人的要求，实施风险

如此大的手术， 并不是单凭感动就

能成功的， 我们不能拿病人的生命

当赌注，为了安全顺利做好手术，医

院方面制定了好几套方案， 同时做

足了准备工作， 甚至举行了三次术

前讨论，尤其是预防心功能衰竭，维

护术中心脏的稳定性， 以及如何不

让起搏器感应失灵等方面， 做了详

细而全面的准备。 ” 主刀医生贵州

华夏骨科医院第一学科带头人赵筑

川介绍。

根据安排，程先生先到综合性医

院进行术前准备， 让身体各项指标

调节到适合手术的范围，最终，经过

4 个多小时的手术时间， 有惊无险

地顺利完成了手术。

术后在 ICU 全程采取各项监

护，三天后病人已转入普通病房，全

程采取一级护理。经过 22天的专业

护理，各项指标趋于正常，达到了出

院标准。 6 月 26 日，在入院接受手

术后第 21 天后，程先生出院回家休

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七旬老人挑战“手术禁区”

经医生精心治疗，手术圆满成功

本报讯 “现在想起来，还多亏

了她们的重视，太谢谢了。 ” 6月 29

日，家住世纪城的夏先生携家带口

十余人来到世纪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向救他一命的医护人员送来

了锦旗和感谢信。

据夏先生介绍，那天他在家和

老伴看电视， 期间还有说有笑的，

大约 10 点多的时候， 突然胸口有

点不舒服， 想着反正闲着没事，就

打着伞步行到了社区医院。

当时就诊大厅人还挺多，一位

护士一见夏先生情况，二话不说，立

马找来了值班医生。

全程懵圈的夏伯伯还没能引起

重视，经验丰富的值班医生马上向

夏先生要了家属电话，说要通知家

属过来，而且要立即转诊到贵阳市

第二人民医院。

“医生凝重的告诉我，怀疑是

急性心梗。 ” 夏先生说，明明好好

的，怎么就心梗了呢？ 虽然对医生

的诊断有所怀疑，但是夏先生仍然

乖乖的躺在床上没有动。

“120 救护车开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门口时， 夏先生的家

属也赶到了中心门口。 ” 罗医生

说。

这时， 看到呼啸而去的救护

车，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们才长舒

一口气。 翻看大厅的监控，仔细算

了一下，从夏先生踏入大厅，到送上

救护车，整个过程仅 47分钟！

经过市二医确诊，夏先生的确

是患上了急性心肌梗塞，正是因为

送治及时，夏先生才幸运地“逃过

一劫” 。6月 29日，夏先生一家来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向医护人员送锦

旗致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心肌梗塞发作 患者“浑然不知”

所幸社区医院医生及时发现，患者才得以被快速送进医院治疗

未经任何审批

就敢擅立广告

结果：被责令停止施工、恢

复原貌

患者家属感谢医生

为充分整合市场资源， 有效

盘活商业物业资产， 实现互利共

赢， 贵州启航置业有限公司现针

对所开发的阳光城·启航中心项

目， 面向全社会对集中商业运营

合作单位进行公开招商， 具体事

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位于

贵阳市高新区黔灵山路与同城大

道交汇处，总建筑面积 22 万平方

米，由 4 栋塔楼（由 5.5 米超高层

LOFT 及 SOHO 组成） 和大约

3.8 万平方米集中商业组成，总户

数 2908 户。

项目位于贵阳市老城区进

入高新区门户位置， 毗邻新建

成的同城大道， 距离贵阳高铁

北站约 2 公里，属商业规划区，

地块周边规划有轨道交通 S2 号

线出入口，区位优势明显，交通

条件便捷， 建成后将对提升区

域整体形象、 拉动区域商业发

展空间起到显著作用。

项目整体预计于 2020 年 12

月交付投入使用， 拟将 3.8 万平

方米集中商业区域面向社会公开

招商，引进运营合作单位。

（二）洽谈联系方式

凡有意进一步了解项目情

况、 进行投资合作的商业运营合

作单位，请于 2020 年 7 月 5 日前

持企业相关资料等洽谈材料进行

具体面谈。

招商单位：贵州启航置业有限

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山东路

25号报业大厦

联系电话：0851-85842960

� � � � 18685332177�漆女士

13885092244�赵女士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商业运营合作单位招商公告

本报讯 6月 29日，记者从贵安

新区行政审批局综保区分局获悉，

该分局近日查获一起伪造食品经营

许可证案件，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据介绍，6月 17日，综保区分局

收到贵州锁唇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提

交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变

更申请，审查中，工作人员发现该公

司提交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存疑。 经

查证分局工作台账及贵州省食品经

营许可管理系统后， 查实该公司并

未到分局提交过食品经营许可证办

理申请， 变更申请材料中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原件系伪造。

贵安新区行政审批局综保区分

局提醒， 办事企业及群众在条件允

许的前提下，完全可以自主登录“全

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贵

州政务服务网” 或自行前往就近政

务服务场所申请办理所需政务服务

事项。 如确需委托他人或中介机构

办理的， 请谨慎选择代办公司或委

托人， 拒绝不良中介， 谨防上当受

骗。 （刘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

者 谢孟航）

事发贵安新区； 案件仍在

调查中

6 月 29 日，仲夏时节，贵阳迎

来避暑旅游旺季。 在花果园湿地公

园， 工作人员正在认真清理湖面杂

草，湖中睡莲进入盛花期，吸引不少

游客驻足观赏。 随着夏季旅游旺季

的来临， 花果园湿地公园不仅成为

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更成为大家避

暑休闲的好去处。 郑雄增 摄

仲夏时节

贵阳避暑游渐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