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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022年贵阳市两会召开时间确定
贵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 月 26 日开幕
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 月 25 日开幕
本报讯 1 月 14 日，贵阳市两会
新闻发布会召开， 宣布市十五届人
大一次会议将于 1 月 26 日上午开
幕、1 月 29 日下午闭幕。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应出席
会议的市十五届人大代表 365 名，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工作需要，
列席全体会议人员约 520 名。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建议
议程有八项：听取和审议贵阳市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和批准贵阳市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报告，批准 2022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
贵阳市 2021 年全市和市本级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与 2022 年全市和市本级
财政预算（草案）报告，批准 2022 年
市本级财政预算；听取和审议贵阳市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贵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
审议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

举产生贵阳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选举产
生贵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和贵
阳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通过贵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又讯 1月 14 日， 贵阳市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布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 月 25 日上午

招才引智！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列席
贵阳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听取并
讨论《贵阳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
其他有关报告；其他。
据悉，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出、 列席人员 440 人，
其中应出席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市政协委员 368
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凤冈县获“国字号”招牌

建站补贴10万元
引才补贴10万元
本报讯 2022 年 1 月 14 日记
者从贵州省人社厅获悉，为推进人
才大汇聚，探索建立多元化、常态
化的招才引智工作协同机制，为贵
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的人才与智力支撑。 我省印发《贵
州省招才引智工作站管理办法（试
行）》， 鼓励支持符合条件且有建
站意向的单位积极申报，合力推进
人才引进与服务工作。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给予工作站一次性建
站补贴 10 万元。
《管理办法》明确，工作站一
般在省政府驻外办事机构、高校相
关下属机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社会组织、重点产业省直行业主管
部门及省外协作站等建立。 同时，

开幕、1 月 28 日下午闭幕，会期 4 天。
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的建议议程共七项：听取和
审议政协第十二届贵阳市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
第十二届贵阳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选举政协
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主席、 副主
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审议通过政协
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

从工作基础、业务能力、引才成效
等方面规定申请设立的基本条件。
有建站意向的单位和部门，须
按要求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提交书面申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收到建站申请后，组织专人进
行实地考察评估，拟同意建站或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已有明确意
向可直接设站的，经厅党组审议同
意后，与申请单位签订设立招才引
智工作站的合作协议，并授予“贵
州省招才引智工作站” 牌子，划拨
建站工作经费。
在供需联络服务方面，工作站
要协助省内用人单位赴当地开展
人才招聘活动，组织当地各类人才
参加贵州人才博览会、省校引才等

符合条件且有建站
意向的单位快来申报
活动，承接省内用人单位委托的人
才专项招聘活动。 在人才寻访方
面， 工作站要围绕重点产业 （项
目）、 重点领域或重大科研项目等
人才需求，协助省内用人单位寻访
各类高层次人才（团队）、急需紧
缺人才或高技能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给予工作站一次性建站
补贴 10 万元；对考核评估结果达
标 的 工 作 站 给 予 10 万 元 引 才 补
贴。 对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工作协
议内容、 弄虚作假骗取工作经费
的， 取消建站资格并追究相关法
律责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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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入选贵州省首批国家级全域
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

凤冈县何坝街道水河村知青茶山
本报讯 记者从省林业局获
悉，1 月 10 日，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
会发布通知，凤冈县成功入选成为
贵州省首批国家级全域森林康养
试点建设县，至此，凤冈县又获一
块“
国字号” 招牌。
2021 年度国家级森林康养试
点建设单位的认定，经申报单位自
愿申报、主管部门审核推荐、用地
专项检查、在地公示以及专家审查
等程序确定。 这些森林康养试点建
设单位， 森林资源质量本底好，交
通便利、有着较好的经营能力和康
养条件，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也高
度重视。
近年来，凤冈县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坚定
“康养天堂·锌硒凤冈” 发展定位，
把全域森林康养作为破题乡村振

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和着力点， 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
长为双组长的凤冈县森林康养工
作领导小组，召开县委全会专题研
究全域森林康养工作， 制定出台
《关于建设健康凤冈， 打造森林康
养小城的决定》。 同时，从卫健、林
业等多家部门抽调专人组建工作
专班，专心、专注、专业推进全域森
林康养产业发展，成立了凤冈县锌
硒康养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和凤冈县大健康产业协会，全域森
林康养初见雏形。
截至目前，凤冈已建成森林康
养试点基地 5 家，成功申报创建森
林乡镇 11 个、 森林村寨 31 个、森
林人家 244 户，已建成较为完备的
森林康养体系。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杨源）

名师专家齐聚
共话“幼小衔接”
本报讯 幼小衔接是幼儿园和
小学教育两个教育阶段的平稳过
渡的教育过程，也是儿童成长过程
的一个重大转折。 为更好总结和推
进幼小衔接工作，建立幼儿园与小
学双向高质量衔接机制，2022 年 1
月 13 日上午，贵阳市“幼小衔接”
工作总结暨经验交流会在贵阳市
南明区甲秀小学翠微校区举行。
交流会上，贵阳市教育科学研
究所的宋雪梅老师率先做了主题
为“双向奔赴、繁花盛开” 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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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 随后，贵阳市第四实验小学、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贵阳分校、甲秀
小学、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白云
区都拉小学、 修文县久长小学、南
明区花果园二小 7 所学校的负责
人根据“
小幼衔接视野下游戏化教
学促进一年级新生入学适应的实
践研究” 课题，结合本校研究子课
题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交
流分享。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
娜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