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山湖区举办多场专场招聘会

451人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讯 来自观山湖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的消息， 今年 9

月以来，该局组织举办了高校毕

业生就业专场系列招聘会，截至

本月 20 日， 共有 40 余家企业提

供就业岗位 1000 余个，451 人达

成就业意向。

为深入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促进计划， 搭建高校毕业生

与用人单位沟通的桥梁与纽带，

实现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

选择、 互利共赢， 在举办招聘会

前，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采取

线上宣传、 悬挂宣传横幅、 各镇

(社区)宣传动员、线下现场活动

等多种形式宣传招聘信息， 在两

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会期间，

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600 余份。

据悉， 首场招聘会参会企业有

40 家，提供就业岗位 1000 余个，最

终有 31 人达成就业意向。第二场是

宜家家居专场招聘会， 现场设置面

试展位 20 个，最终 420 人达成就业

意向，有 270 人签约。

（李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9 月 23 日，花果园社区禁毒办联合社区医院共同开展“珍爱生命 拒

绝毒品” 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摆放毒品仿真样品、

开展禁毒知识有奖问答、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辖区群众讲解传统

毒品和新型毒品知识，宣传《禁毒法》，让群众进一步提高防范意识和能

力。 图为社区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禁毒知识。

通讯员 郝芩 摄

本报讯 白云区扎实推进

法律顾问进村居工作， 组织全

区村（居）法律顾问 43 人深入

基层帮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共为

群众解答法律咨询 86 件，审查

各类合同 13 件，化解矛盾纠纷

12 件， 提供法律意见 54 件，开

展法治宣传 17 次。 这是记者昨

日从白云区司法局获悉的。

白云区沙文镇沙文村村民

蔡家芬和杨永红在村 （居）法

律顾问张艳林的帮助下， 化解

了矛 盾 纠 纷 。 十 几 年 前 ，因

0.137 亩土地归属问题，蔡家芬

和杨永红产生了矛盾， 一直未

能得到妥善解决， 期间还曾发

生伤人纠纷。 法律顾问了解具

体情况后， 组织双方从法律法

规和邻里情感等多方面进行多

次协商， 最后两家以平均分配

原则，签订了调解协议，并化解

了心结。

据了解， 为进一步提高群

众法律意识， 帮助群众从政策

和法律方面化解矛盾纠纷，今

年 8 月起， 白云区司法局由领

导班子组成专班，组织全区 43

名村（居）法律顾问深入基层，

针对村（居）突出的土地纠纷、

林权纠纷、 伤人纠纷、 婚姻纠

纷、家庭暴力等问题，以及涉法

涉诉等问题， 为村支两委和当

地群众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法

律帮助服务， 有效将群众结怨

较深的矛盾纠纷和长期得不到

解决的问题化解在基层。

法律顾问进村居进行纠纷

调解的同时， 以调解的具体内

容为实际案例， 向群众解析相

关法律知识， 使群众更加深刻

地理解法律法规， 在化解矛盾

纠纷的同时， 进一步增加群众

的法治意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本报讯 9 月 22 日，在“黔·

视界” 2019 非遗文化艺术周现

场，贵阳·智谷科技文化创意产业

园与 21 家企业举行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 助力贵阳文创产业加速

发展。 园区一期建设同时启动。

贵阳·智谷科技文化创意产

业园作为云岩区首个文创园项

目，同时被列为省“十三五” 时

期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之一，是推

动云岩区文化产业事业聚集发

展的重要平台，由贵阳云鼎汇科

技文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及综合运营。园区依托贵阳

老卷烟厂，在承袭厂区工业遗存

的基础上， 以保留工业回忆、发

展文化体验为主题进行升级改

造， 并通过引入知名 IP 打造聚

焦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的城市

文化综合体，打造贵州地区的文

化创意产业标杆聚集地。

在当天的签约仪式上，作为

贵阳·智谷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

签约代表，贵阳云鼎汇科技文化

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

云岩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贵州

宝仑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

京今日影响体育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等共计 21 家文创企业

代表人现场签订协议，签约面积

约为 1.9 万平方米，意向签约面

积超过 4 万平方米，并现场向企

业颁发 “云岩区文化产业园首

批签约入驻企业” 合作证书。

同时，产业园与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贵

阳市云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北斗星

律师事务所等服务机构完成初

步签约，促进园区的金融服务平

台、品牌推广平台、公益服务平

台等进一步发展，为入驻企业提

供各类服务保障。

签约仪式现场，贵阳·智谷

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还举行了

一期建设启动仪式。 作为体育

文化领域里具有品牌和号召力

的企业之一， 贵州宝仑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就园区文化体

育运动项目打造与园区达成协

议， 双方将结合当前潮流业态

市场， 以趣玩教育培训方式打

造一站式全天候的新兴体验项

目， 带动园区文化体育整体水

平提升， 为贵阳市文体事业发

展注入新动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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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智谷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

一期建设启动

21家企业集中签约，助力文创产业加速发展

息烽县委政法委———

帮助贫困户增收致富

本报讯 “多亏了县委政法委

帮扶干部的关心， 帮我联系销路，

解决了猕猴桃的销售难题，真的太

谢谢了。 ” 9 月 22 日， 家住息烽县

永靖镇梨安村宋家寨组的贫困户

吴仕杰，数着手中收到的货款激动

地说道。

2016 年，腿患残疾的吴仕杰在

自家后山的园地里种植了 3 亩猕猴

桃。 经过 3 年的精心培育， 去年猕

猴桃开始挂果， 今年的产量已达

500 余斤。 按市场每斤 5 元的价格

计算， 可为吴仕杰家增收 2000 多

元。 然而，看着枝头的猕猴桃逐渐

成熟，可销售却成了难题，这让吴

仕杰非常着急。 “由于家中没有劳

动力，加上离县城较

远，不管是雇车拉到

城里去卖，还是卖给

上门收购的客商，利润都很薄。 ” 吴

仕杰说。

正在吴仕杰一筹莫展之际，息

烽县委政法委的驻村帮扶干部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 通过在微信朋友圈

发布销售信息、 积极联系客户等多

种方式， 帮助吴仕杰推销猕猴桃。

很快，吴仕杰家的猕猴桃销售一空，

让他足不出户便增收 2500 多元。

据介绍， 吴仕杰家只是息烽县

委政法委帮扶的众多贫困户之一。

今年以来， 息烽县委政法委通过各

种方式，筹措 4 万余元帮扶 38 户贫

困户，帮助添置家居用品、改善人居

环境，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通讯员 刘瑞）

卖

鱼肥果甜稻米香，金秋九月丰收忙。 9 月 23 日，中国亿万农民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 在筑城的乡村大地，农民迎丰收、晒丰收、

庆丰收，在忙碌中欢庆自己的节日。 图为 9 月 23 日，花溪区高坡乡平寨村村民在收割稻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丰收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乌当区了

解到， 该区将实施综合商圈街区提

升行动， 全力打造蓝波湾与新天国

际连片核心商圈、中天·吾乡与火车

东站连片商圈、 洛湾片区康养度假

商圈、 泉城首府与振华广场连片商

圈，并打造一条省级高品质步行街，

促进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在蓝波湾与新天国际连片核心

商圈的打造中， 乌当区将以新添大

道北段、育新路、顺海中路、北衙路、

高新路为核心，协同新天卫城、仁恒

商业步行街等进行提档升级， 依托

正德家邦、泉城首府、里外里等商贸

综合体， 优化商贸服务业态布局和

配套环境，提高区域内商贸业层级，

引进 10 家以上中高端国际知名品

牌店，打造高品质生活服务商圈；中

天·吾乡与火车东站连片商圈将打

造以购物、美食、文化、休闲娱乐为

一体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着力培育

中高端餐饮、休闲娱乐、时尚消费高

端酒店等业态，打造现代业态领先、

购物环境优越、综合设施完善、服务

管理一流的商贸综合

中心，3 至 5 年内引进

2 家以上中高端酒店、

1 家以上大型综合超市。

洛湾片区康养度假商圈将依托

“大健康 + 大平台 + 大数据 + 大服

务” 体系，打造集康养度假、健康医

疗、温泉体验、户外运动、绿色中药等

功能于一体的康养综合商贸区域，布

局中高端药膳特色街区、 中医养生

堂、大型综合超市、中高端药房、健康

生活购物中心等业态，打造贵阳市中

高端康养消费的集聚地， 通过 3至 5

年引入 5 家以上康养运营主体、2 家

以上中高端温泉酒店、1 家以上大型

综合超市；泉城首府与振华广场连片

商圈将引入 2 家 1 万平方米以上优

质卖场、大型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布

局 10家以上餐饮企业。

在省级高品质步行街的打造

中， 乌当区将充分挖掘乌当历史文

化、 传统商业特色， 坚持现代与传

统、业态与生态相结合的发展思路，

打造承载乌当记忆、彰显本地文化、

集聚老字号品牌的省级步行街，提

升改造仁恒步行街等商业街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实施综合商圈街区提升行动

乌当区着力打造“一街四商圈”

白云区扎实推进法律顾问进村居工作

43名法律顾问走进基层化解群众矛盾纠纷

本报讯 9 月 23 日，清镇市新

政务服务中心揭牌启用。

清镇市新政务服务中心投资

近亿元 ， 建筑面积 17300 多平方

米， 完善了智能化、 数字化服务

设施。 在原政务服务中心入驻单

位的基础上，设立人社、不动产 、

交警、民政 、农机 5 个分厅 ，新增

了公积金 、公交 、联通、出入境管

理等窗口， 应急管理局、 退役军

人事务局等单位也入驻新政务服

务中心。

各入驻部门将按照“三集中三

到位” 的要求，做到“权力事项进

驻”“业务骨干进驻”“充分授权到

位”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

高服务能力， 切实把群众的事当成

自己的事， 努力打造一流的政务服

务环境。

（通讯员 耀家昌 刘璐）

清镇市新政务服务中心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