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 月 19 日，记者从

第八届线上线下贵州人才博览

会组委会办公室获悉，10 个新

职业、8 个新工种均亮相本届人

博会。

5 月 18 日，毕业于省内一所

高校的王伟在人博会线上平台

查询岗位信息后发现，本届人博

会岗位设置种类十分齐全，连我

国计划增加的一些新职业，都提

前安排上了。

5 月 11 日，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有关规定，受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中国

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布《关

于对拟发布新职业信息进行公

示的公告》，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新职业信息。《公告》显示，此次

拟增加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社

区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

安全测试员、 区块链应用操作

员、核酸检测员、在线学习服务

师、社群健康助理员、老年健康

评估师、增材制造（3D 打印）设

备操作员 10 个新职业， 并新增

心理干预指导师、 直播销售员、

汽车代驾员、 互联网信息审核

员、小微信贷员、劳务派遣管理

员、中医健康管理师、泥板画创

作员 8 个工种。

“像社区网格员这个职业，

本届人博会就有 2 个岗位在招，

而且待遇还是按照事业单位待遇

来执行。 ” 王伟说，因为自己学的

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对招聘求

职信息都很关注， 此次国家拟增

加的 10 个新职业和 8 个工种，本

届人博会都有涉及。

记者浏览本届人博会的岗

位后发现，贵阳作为“大数据之

都” ， 对前沿科技人才的需求不

亚于一线城市。 此次新职业中的

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就有贵州

聚源配售电有限公司和贵州农

村商业银行同时在招聘。 贵州国

卫信安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的“安

服部经理” ， 就是为信息安全测

试员这个新职业而设， 作为一个

负责网络安全的重要工作岗位，

学历只要求本科及以上， 月薪

8000 元至 12000 元，在只要求本

科学历的岗位中，该岗位待遇较

为可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10个新职业和 8 个新工种亮相贵州人博会

本报讯 5 月 19 日是中国

旅游日，当天，“一码游贵州” 全

域智慧旅游平台发布，游客可通

过一个二维码解决在贵州的

“吃、住、行、游、购、娱” 。

“一码游贵州” 全域智慧

旅游平台是省文化和旅游厅按

照“一码当先、两手发力、三方

共建、四时方便” 的原则，联手

省大数据局、中国联通、云上贵

州、 云景文旅等单位联手打造

的。 该平台充分利用云计算、大

数据、 人工智能 、5G 等高新技

术， 通过一个二维码将专业化

的旅游资讯、 个性化的产品服

务进行多维度、立体式、精准化

传播，为游客提供全方位、全流

程智慧旅游服务。

记者现场操作发现，游客只

需用手机在微信中扫描二维码

即可使用“一码游贵州” 平台。

据了解， 目前平台已收录全省

415 家 A 级景区、 酒店、 文化场

馆、餐饮、民宿、景区手绘地图、

精品路线、攻略指南等 2 万多条

基础数据， 全面覆盖门票预约、

旅游咨询、语音讲解、公服定位、

投诉建议等多项服务。 此外，平

台将基于 LBS 定位功能，自动识

别游客扫码时所处的地理位置，

为游客精准推送当地旅游的相

关信息和服务。

据悉，“一码游贵州” 在景

区导游导览、 特色旅游商品推

介、酒店预订、交通服务、旅游咨

询等方面为游客提供更加多元、

智能的服务，开启健康、便捷、智

慧化的多彩贵州之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一码游贵州” 全域智慧旅游平台发布

“物爽贵阳”游客满意的贵阳礼物评选活动启动

面向全市文创旅游商品企业征集五类特色旅游商品

本报讯 5 月 19 日，2020

年“中国旅游日” 贵阳市分会场

活动在天河潭旅游度假区举行。

活动上，“物爽贵阳” 游客满意

的贵阳礼物评选活动启动。

今年的中国旅游日活动，贵

阳以“爽爽贵阳·游礼相伴” 为

主题，围绕“大力推动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 推出一批独具特色

的‘贵阳礼物’ ” 的要求 ，专门

举行了“物爽贵阳 ” 游客满意

的贵阳礼物评选活动。 活动将

面向全市文创旅游商品企业，

通过网上征集、网络评选、专家

评选等环节， 选出一批游客和

公众满意的贵阳旅游商品 ，积

极宣传推介， 助推贵阳文化旅

游商品市场做大做强， 增强游

客满意度和贵阳旅游商品的知

名度， 助力贵阳旅游商品市场

快速健康发展。

“物爽贵阳” 游客满意的贵

阳礼物评选活动设置观赏、 收藏

品类，地方特色食品（含农副产品

中的食品）类，茶、酒、饮料品类，

生活用品文创类以及保健品类五

个参评产品类别。 申报参评的旅

游商品应体现地方特色， 商品原

材料、设计创意、加工生产等在贵

阳市完成或与贵州省、 贵阳市密

切相关，并已在市场上销售，申报

参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应在贵阳

市登记注册， 参评商品应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

5 月 19 日至 7 月 19 日为报

名征集阶段。 征集结束后，经过审

核的旅游商品面向国内外公众和

游客进行网络评选，选出一批最受

欢迎的产品进入专家评选环节，最

终确定 5类共 5个一等奖、10个二

等奖和 15个三等奖。

本次活动开通了“物爽贵

阳 ” 2020 年游客满意的贵 阳

礼 物 评 选 活 动 网 络 平 台

（http : //222 . 85 . 152 . 133 :

3000/travelGoods） ，贵阳市文

创旅游商品企业可通过该平台

申报参评产品。 网络评选期间，

游客和市民可通过网络平台对

喜爱的商品进行投票推荐，主办

方还准备了丰富的特色文化旅

游产品，对参与投票的公众开展

抽奖活动。

对获评“物爽贵阳” 2020 年

游客满意的贵阳礼物的商品，贵

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将积极通过新

闻媒体及各项相关活动进行宣

传；专门制作《2020 年“物爽贵

阳” 游客满意的贵阳礼物》画册

及宣传折页，通过酒店、景区、游

客集散地、机场、车站、高铁站、旅

游商品购物点等渠道进行推广，

并积极组织推荐获奖商品进入各

类线上线下文化旅游购物平台进

行展示销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本报讯 近日， 市民江女

士向贵阳市网络问政平台反

映，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室外

停车场不按公立医院配套停车

场相关规定收费， 对就诊就医

市民的车辆存在乱收费行为，

希望相关部门调查核实。

接到反映后， 记者调查发

现， 市一医停车场违规收费情

况属实。

江女士介绍， 她为照顾在

市一医住院的母亲， 于 5 月 3

日 22：30 至 5 月 4 日 8:20 将

车停放在该医院的室外停车场

内，被收取停车费 18 元。 江女

士对此产生了疑问：“按相关规

定， 公立医院对就诊就医人员

在 22：00 点至次日 7：00 的停

车费是每次 4 元， 其他时间为

每小时 2 元， 那我应该只要支

付 8 元停车费。 ”

停车场收费人员给江女士

的解释是， 过夜车辆每次 4 元

是针对医生停车的收费标准，

就诊就医人员的车辆均按每小

时 2 元收费。 江女士停了 9 个

小时，应该支付 18 元。

“对于公立医院对就诊就

医车辆的停车收费标准， 贵阳

市发改委有文件明确规定，老

百姓都知道的规定， 市一医会

不知道？ ” 江女士说。

记者联系了市发改委了解

相关情况。

市发改委知识产权物价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关于

对贵阳市中心城区区域内公立

医院院内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实行分类计价的通知》（筑发改

收费 [2017]55 号） 规定，从

2017 年 4 月 1 日起，云岩区、南

明区、观山湖区区域内公立医院

配套停车场对前来就诊就医群

众的机动车辆， 室外停车场 7:

00 至 22:00 小型车收费标准为

2 元 / 小时，22:00 至 7:00 小型

车收费标准为 4 元 / 次。

5 月 7 日，记者在市一医了

解到 ， 市一医室外停车场于

2019 年底由贵州翊桐轩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

记者看到， 市一医室外停

车场共有三个收费岗亭， 均未

设置停车收费标准公告牌 。

“我们对就诊就医人员车辆的

收费标准一直都是每小时 2

元，不分时段；与就诊就医无关

的私家车收费标准为每小时 8

元。 ” 该停车场一名收费人员

向记者口头介绍了收费标准。

5 月 8 日下午，记者将相关

情况向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进行了反映。

“经查，市一医停车场确实

存在违规收取停车费现象。 ”

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府路

分局副局长汪倩说， 分局执法

人员调查发现， 该停车场收费

人员未按规定的标准收费，多

收了江女士 10 元停车费。

汪倩介绍， 分局已责成市

一医停车场管理方严格按照相

关收费标准收取停车费， 并在

收费岗亭公示收费标准， 要求

其于 5 月 14 日前完成整改。

与此同时， 执法人员对物

管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

育，要求将多收取的 10 元停车

费返还给江女士。 “由于市一

医停车场违规收费为初犯且涉

及金额小， 我们只责成停车场

管理方限期整改， 并要求物管

公司今后加强管理和培训，规

范收费。 ” 汪倩说。

5 月 8 日 16：00，江女士向

贵阳市网络问政平台反馈，已

通过微信方式收到返还的 10

元停车费。

5 月 14 日， 记者再次来到

市一医室外停车场看到， 三个

收费岗亭处都已设置了停车收

费标准公告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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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9 日，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徐红赴市集成电

路产业链重点企业、项目调研复工复产情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 5月 19 日，副市长陈小刚先后来到西南商贸服务业集聚

区综合管廊及附属配套工程、 宾阳大道延伸段道路工程 （一

期）、 贵阳北站城市公交综合枢纽工程项目点， 对我市重大工

程、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等进行调研。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 5月 19 日，市委组织部召开“筑城十带 固本千星” 党建

示范带创建工作座谈会，听取贵阳市各区（市、县）、开发区、市直

党工委及贵安新区相关工作汇报，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再安排再

部署。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滕伟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1980 年 5 月 26 日， 作为中共贵阳市委机关报的 《贵阳晚

报》正式创刊，一张报纸和一座城市紧紧相连。

40 年初心不忘，40 年风雨兼程。 从 1980 年到 2020 年，我们

坚持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忠实记录这座

城市的发展印迹。 如今，我们已成长为具有“五报三刊三网三

端” 媒体格局的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风雨兼程 40 载，迎风远航再出发。 今年是《贵阳晚报》创刊

40 周年，《贵阳日报》特开展“我与贵阳晚报·贵阳日报” 有奖征

文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集文稿、图片。或许您是我们的老读者，或许

您是我们的撰稿人， 或许您曾被我们的一篇报道深深打动……抚

今追昔，重拾记忆，请找出您与我们的旧照，写下您和我们的故事。

一、征文要求

紧紧围绕庆祝《贵阳晚报》创刊 40 周年这一主题，讲述您

与《贵阳晚报》《贵阳日报》的情缘，做到有故事、有细节、有感

情。 来稿体裁不限，文稿字数以 800 字至 1000 字为宜，来稿能够

配图更佳。

二、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

三、投稿方式

来稿请发至邮箱 whgyrb@163.com，在“邮件主题” 处注明

“我与贵阳晚报·贵阳日报” 有奖征文。 也可将稿件投送至贵阳

市中山东路 25 号报业大厦 24 楼《贵阳日报》文化部。 邮寄作品

请在信封上注明“我与贵阳晚报·贵阳日报” 有奖征文。

四、征文选登

《贵阳日报》 编辑部将从本次征文中选择部分优秀作品在

《贵阳日报》《贵阳晚报》和贵阳网、贵阳头条 APP、黔中书微信

公众号等媒体和平台刊发推送。 作品一经采用，即付稿费。

五、征文评奖

《贵阳日报》编委会将组织专家组成评委会，从征文中选出

优秀作品进行评奖。

《贵阳日报》编辑部

2020 年 5 月 20 日

“我与贵阳晚报·贵阳日报”

征文启事

工人在化槁山特大桥项目点进行地勘钻孔施工。

本报讯 记者从市交通集团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获悉， 截至 5

月 19 日， 贵阳贵安互联互通项

目———观潭大道项目部驻地选址

已完成， 项目地勘等前期准备工

作全面展开，龙潭边大桥、摆狮头

特大桥、 化槁山特大桥等项目点

已完成地勘钻孔 300 多个。

据市交通集团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介绍，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征

拆情况摸底，红线测量基本完成，

正在进行施工便道选址。其中，项

目重要节点工程———大地立交项

目桩基已开孔 12 个，成孔 90 米，

钢筋临时加工房已安装完成，土

石方开挖千余立方米， 标识标牌

安装了 300 多块。

项目现场负责人李东介绍，

该项目为道路新建工程，路线跨

越观山湖区、 花溪区， 施工区域

路网较发达， 交通流量较大。 因

此， 如何妥善组织施工， 确保项

目沿线的交通畅通、 减少对市民

生产生活的干扰是施工的难点和

重点。

“施工前，公司将切实做好

交通组织计划，确保交通畅通，并

采取新建施工便道、绕行分流、交

通管制等措施，确保沿线人流、物

流正常运行。 ” 李东说。

据悉， 观潭大道定位为城市

快速路， 按照双向 8 车道设计，

全长近 12 公里， 设计时速 80 公

里， 起于观山湖区宾阳大道和太

金线交叉口， 终点接贵安新区湖

磊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文 / 图）

贵阳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贵阳贵安互联互通项目———

观潭大道前期准备工作

全面展开

本报讯 5 月 18 日， 记者从

中电建贵阳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获

悉，5 月 17 日晚， 贵阳西南商贸

服务业集聚区综合交通枢纽———

公交枢纽及换乘中心项目 （一

期）14 号筏板基础成功浇筑，此

举意味着一期项目由基础施工阶

段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据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14

号筏板基础厚度为 50 厘米，浇筑

面积近 2600 平方米，钢筋用量达

到 185 吨，整个浇筑过程持续 16

个小时。

据悉， 该交通枢纽项目主要

由公交枢纽及换乘中心、 贵阳汽

车客运西站、 环城铁路金阳南站

三个子项目组成，是集铁路、公路

长途客运、公交枢纽、城市轨道交

通等多种交通方式为一体的综合

交通枢纽。 其中，公交枢纽及换乘

中心项目是该交通枢纽的主要组

成部分，规划分为 3 个地块建设，

分别为换乘中心地块、 公交停保

地块、 公交加油加气配套服务地

块，总用地面积约 17.5 万平方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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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部门已责令其整改到位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