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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人力资源市场本着诚信服
务树品牌、规范管理为民生的理念，积极
服务，主动作为，近3年来，共举办79场各
类招聘会，参会单位 2438家次，提供岗位
7.65万个，达成就业意向 6245个。我市
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
全国工商联授予全国民营企业招聘周组
织工作突出城市的荣誉称号。

近年来，市人社局积极实施就业引
领计划，推进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整合
原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职能，并联合
蕉城区和东侨开发区，将“两个市场”“两
级市场”合二为一，形成市区集中“一个

市场”的工作格局，实现固定时间、固定
地点常态化举办人力资源招聘会。发挥

“互联网+”对就业创新的支撑作用，致力
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化建设，着力打
造市人力资源市场“一核四驱”，即以市
人力资源网为核心，通过微信公众号、
APP客户端、自助求职机、招聘求职一体
机“四驱联动”，实现企业摊位远程预订、
求职人员自助求职，实现人岗匹配、精准
就业，提升招聘求职效率。举办春风行
动、大中专毕业生暨各类人才交流、“春
风送岗”、退役士兵和随军家属等系列公
益性招聘会，积极开展就业援助月、民营

企业招聘周等就业专项服务，多渠道为
高校毕业生和各类求职者提供就业机
会。

此外，市人力资源市场不断健全完善
规章制度，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实现诚信
规范服务。简化优化办事流程，提高群众
满意度。取消档案收费，简化手续、优化
流程，在接收档案时，对缺少材料的实行
告知承诺制。积极搭建毕业生档案查询
管理平台，牵头汇总各县（市、区）人才服
务机构毕业生档案信息，实现全市毕业生
档案信息联网查询和统计。在市人力资
源网增设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档案信息查

询通道，拓宽档案查询范围，完善查询功
能，为高校毕业生档案查询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的服务。制定廉政风险点、服务承诺
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群众举报
投诉办理制度，在市场前台服务窗口醒目
位置放置档案管理、招聘、求职等工作业
务流程，悬挂监督台，公布投诉电话，工作
人员挂牌上岗，设置服务评价器。为增加
办事透明度，把办事程序、招聘人才信息
等在网络进行公开，主动征求来访群众意
见，虚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自觉接受群众
监督，打造诚信服务示范机构。

□ 高心如

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树品牌 诚信增光彩

曾云坤、黄希珍夫妇遗失女儿
曾 黄 颖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A350125088，声明作废。

挂失人：曾云坤 黄希珍2017年9月13日

本 人 遗 失 土 地 证 一 本,证 号 ：霞 国 用（93）字 第003031, 声明作废。
挂失人：黄景福2017年9月13日

本人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壹本，
声明作废。(本证根据周政(1993)综244号批文颁发)。

挂失人:刘奇斌2017年9月13日
本店遗失 2017年 6月 28日由宁德市蕉城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证号：
92350902MA2YCBWU6B，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尤杰酸柠檬糕饼店
2017年9月13日

本店遗失 2017年 1月 3日由宁德市蕉城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
可证号：JY23509020013754，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尤杰酸柠檬糕饼店
2017年9月13日

本 人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证 号 ：35222519450916153524，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成杞2017年9月13日

本经营部遗失2015年8月10日由宁德市东侨经
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350991600091766，声明作废。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度邦家居装饰经营部
2017年9月13日

本单位遗失福安市坂中农村
信用合作社开户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4034002266801，声明作废。

福安市闽韩导游服务中心
2017年9月13日

尊敬的客户：因配改工程、主网检修、故障消缺需
要，拟对下列线路进行停电，请停电范围内各用户做
好准备。若遇下雨等特殊天气，可能取消相应区域停
电。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停、送电，任何单位和
个人应当遵守《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攀登变压器台架及杆塔或者涉
及用电安全事宜，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
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否则，
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计划停电时间：2017-09-20 07:00-17:00，线路名
称：霍童Ⅱ线008线路，停电范围： 【蕉城区】霍童

镇石桥村山下村、霍童镇凤桥村、霍童镇石桥村、霍童
镇霍童村、洪口移民指挥部（专）、霍童镇兴贤村，工作
内容：配改工程；

计划停电时间：2017-09-20 08:00-18:00，线路名
称：天湖Ⅱ线923线路 ，停电范围：【蕉城区】东侨市
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东海商务广场 1--2层东信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内容：配网检修。

欢 迎 关 注 ：“ 国 网 福 建 电 力 ”微 信（微 信 号
sgcc-fj），并绑定用电户号，可快速查询
停电信息、日（月）电量、缴费提醒等。

报修服务电话：95598 ；
查询网站：www.95598.cn

国家电网宁德供电公司
2017年9月13日

遗失声明 停 电 通 告

本报讯（记者 杨菲菲）9月 12日，市委副书记
林文芳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赴福安、周宁、屏南
等地，调研省运会体育场馆及周边配套工程建设进
展情况，督促推动项目加快建设。

“目前完成投资多少？主体工程建设进展如
何？其他保障有无问题？”在各省运会体育场馆施工
现场，林文芳都认真察看、细致询问，详细了解当前
工程进度、要素保障、施工力量、节点计划等方面情
况，对各地扎实推进场馆建设予以肯定，并请市专业
技术部门的负责同志指出需要注意把握的问题。就
进一步抓好省运会场馆及周边配套工程建设，林文
芳要求，有关部门要靠前服务、精准调度，提供及时
到位的要素保障，确保高标准、高质量、按时完成场
馆建设；要加快推进周边水、电、路网、绿化等配套设
施建设，做好场馆周边环境整治工作；项目业主和施
工单位要盯紧时间节点，科学组织施工，确保质量与
安全，争取完成更多的投资量和实物量。

据悉，我市省运会体育场馆建设正按序时进度
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6.3亿元，占总投
资的 73%，计划于 2017年底前全面完工交付使用。
从 2018年开始，这些新建场馆将进行设备调试，举
办各类测试赛，进一步完善体育场馆功能。

本报讯（记者 缪星）9月 12日，我市召开市工
商联（总商会）四届一次常委会暨“百企帮百村”精准
扶贫行动推进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林鸿，市政协
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刘登健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全市“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
动开展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
强调，要统一思想，明确意义，增强参与“百企帮
百村”精准扶贫行动的责任感和积极性。要科学
谋划，精准施策，确保“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
动各项举措落到实处。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加大力度，扩大覆盖面，务求“百企帮百村”精准
扶贫行动取得实效，展现新时期我市非公企业良
好形象和社会担当。

本报讯（记者 陈小妹）9月12日，市委党校、市
行政学院 2017年秋季班开学。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党校校长郭学斌出席开学式，并以“维护核心见
行动，牢记嘱托创佳绩”为题发表动员讲话。

郭学斌指出，维护核心见行动，要强化理论武
装，深化学习教育，规范“三会一课”，提升政治能力，
在思想上深刻认同，筑牢维护核心的思想根基；要传
承优良传统，坚持“滴水穿石”“四下基层”和“行动至
上”，在作风上对标看齐，真正做到行动自觉；要牢记
殷切嘱托，增强“弱鸟先飞”意识，勇于担当，振奋精
神，力争上游，在发展上创造佳绩，推动宁德各项事
业再上新台阶；要坚决服从大局，坚持“严”字当头、

“实”字托底、“干”字为先，把工作干在实处。他强
调，要进一步加强党校校风建设，坚持从严治校，严
明纪律规矩，提高培训质量。

市领导调研省运会体育
场馆及周边配套工程建设

我市召开“百企帮百村”
精准扶贫行动推进会

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
2017年秋季班开学

9月 8日，在霞浦县驻城工作站会议室里，16名
基层党委组织委员正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

“什么是‘三会一课’，如何落实好‘三会一课’制
度？”“本乡镇有几个软弱涣散村，都存在哪些问题，
拟采取什么措施抓好整顿？”“预备党员预备期从何
时开始计算？”……整份试卷甄选了当前基层党建热
点知识作为主要内容，每道题都紧扣工作实际，富有
针对性。“没想到，今天的考试全程闭卷，考试内容正
是我们平时经常涉及但又容易错的知识点。”一名走
出考场的“考生”感叹道。

霞浦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考试并不是最终目的，我
们主要想通过考试来倒逼党务干部重视学习，致力
解决学不深、学不精问题。”据了解，在这次全县基层
组织建设半年督查中发现，一些基层党务干部、党组
织书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业务“半桶水”的问题，对
党建工作一知半解、无从下手。

为了集中检验党务干部业务水平、达到考核目
的，霞浦县委组织部从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划，集中收
集了发展党员、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党章党规等知识
题库。

这场“期中”考试，只是霞浦助推党建工作的一
项举措。今年以来，霞浦县大力推行一月一主题、一
季一拉练、半年一督查、全年一考评的“党建4+1”模
式，着力营造重视党建、关心党建的氛围，把党建工
作真正植根于行，固化于心。 □ 颜晨曦

一场党务干部的“期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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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保障交通运输畅通安全

市交通局

9 月 12 日
下午，边防官
兵正在帮助霞
浦养殖户加固
渔排。随着今
年 第 18 号 台
风“泰利”的逐
渐逼近，宁德
边防支队船艇
大 队 组 织 官
兵，深入驻地
码头、渔排，动
员海上作业人
员及时撤离，
帮 助 加 固 渔
船、渔排等。
夏 斌
孟翔宇 摄

本报讯（记者 杨洋 通讯员 徐磊）9月12日，记者
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为了保障交通运输畅通安全，市
交通运输部门迅速启动预案，采取有效措施，逐级分解
任务，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为及时掌握雨情变化，市交通运输部门加强与气
象、海洋、地质等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密切关注汛情和
天气变化情况，充分利用媒体、通信等手段，及早将预
防、预警信息和措施发送到各行业各单位。全面排查、
及时化解水毁易发路段的安全隐患，重点防范山洪、滑
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刻准备好暴雨期间低洼地
带、易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物资、设备的转移和
保护工作。同时，强化客货运车辆监管，严格执行“三
不进站、六不出站”规定，适时调整运营的线路。加强
卫星定位监控平台的值班值守，及时纠正营运车辆超
载、超速、疲劳驾驶行为。督促市内河水上搜救中心密
切关注水情发展趋势，通过VHF及其他有效方式，及
时发布暴雨预警信息，对辖区内的船舶进行动态监控，
掌握在港船舶动态，通知其停航停运。

市交通运输部门还进一步加强防汛物资储备，切实
落实抢险救灾设备、车辆、人员“三到位”。全市公路部门
891名公路应急抢险人员整装待命，加强排查巡查，确保
道路畅通,并已准备应急物资和应急机械，以应对随时可
能出现的路段溜塌方事故。从9月12日起，全市交通系
统还将执行防汛 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制度，并做好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热线等通讯渠道全天候畅通。

本报讯（记者 陈小妹）昨日，记者从市旅发委了
解到，为扎实做好防抗台风工作，截至12日19时，全市
沿海涉水23个景区景点已全部关闭。

市旅发委按照市防指要求，及时启动防台三级应急
响应，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并及时向
各县(市、区)旅游局转发市防指应急响应通知，下发《关
于做好防御第18号台风“泰利”的通知》，要求各地旅游
主管部门在台风影响期间要加强预警，及时排查隐患；
旅行社要事先了解目的地天气和汛情，停止组团到台风
登陆地区进行旅游活动；各地要指导星级饭店做好门
窗、户外广告牌加固及防范地下停车场雨水倒灌等工
作，协助景区主管部门关闭沿海涉水景区景点。同时，
该委还及时通过官微发布了台风信息，做好预警工作。

市旅发委

全市沿海涉水23个
景区景点已全部关闭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为做好今年第 18号台风
“泰利”防范工作，宁德边检站迅速启动防台各项工作
预案，全面部署，组织官兵扎实做好宁德各口岸港区
防抗台工作，确保港区人员和船舶安全。

针对“泰利”风力强、移动快、雨量大等特点，该站
迅速组织一线检查员和边检协管员等执勤力量，深入
宁德赛江、城澳、漳湾等港区码头作业点和修造船厂，
全面做好口岸港区防抗台风工作。该站官兵及时向
码头业主和船方通报台风最新情况，对港区作业的船

员及码头工人宣传防台知识，组织力量对港口重点部
位安全情况和防台准备逐一进行巡查，消除各类设施
安全隐患13处，指导码头企业加固口岸码头岗亭，做
好200余名修造船厂户外作业人员撤离工作，并组织
11艘在港外轮移泊前往安全锚地进行避风防台。

据了解，该站还专门成立了防台防汛应急处突分
队，备足防台人员力量和救灾物资，确保第一时间能
够快速响应并迅速投入到防台现场，保障在港船舶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确保港区人员和船舶安全宁 德 边 检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姜南昵）9 月 12
日，国网宁德供电公司启动防台风Ⅲ级预警响应，召
开应急会商视频会，部署防抗台风“泰利”工作，全面
进入紧急状态，做好防范“泰利”的各项准备。

目前，宁德供电公司已落实好应急抢修队伍和物
资装备，集结好抢修人员、发电车（含发电机）、抢修车
辆和水泥杆等抢修物资，随时待命。同时，全面加强
输配变电设施的巡查、加固、监测和隐患整治工作，做

好变电站的防雷、防雨、防潮。提前加固或拆除在建
工地临时工棚、线路跨越架、脚手架、塔吊、围墙，转移
容易产生塌方和低洼驻地人员，防范滑坡、塌方、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确保人身安全。

宁德供电公司还提前向用电客户宣传台风期间
的安全用电知识，全力协助用电客户做好客户产权的
地下供配电站房、大排涝站及各级防灾指挥中心等国
网安全用电检查工作。

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做好防台准备宁德供电公司

（上接A1版）

古 田

本报讯（杨远帆）9月 12日，古田县
组织防汛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主要
负责人收看了省、市防台风视频会议，部
署应对防范任务，并启动了防台风四级
应急响应。

为积极防抗台风“泰利”，古田县加
强值班和领导带班，密切监视台风动向，
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克服
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做好各项防
御工作。同时，要求各乡镇(街道)及相关
部门充分发挥基层防汛防台体系作用，
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守土担责，加强人员、物资、设备、
设施等保障，做好随时调派抢险人员和
物资的准备，切实做好防台工作。

屏 南

本报讯（甘叶斌）9月12日，屏南县对
防抗台风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要求各
级各有关部门全力行动起来，做到“抓早

部署、抓紧落实、抓住重点、抓好防范”，把
各项防御部署工作做在前、做在先、做到
位、做扎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屏南县还按照“预警到乡、预案到
村、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细化落实到
岗、到位、到人。各防汛防台体系责任人
及时进岗到位，加强对危房、山洪灾害易
发区、地质灾害易发点等危险区域的监
测、巡查，发现险情、及时预警、及时转移
危险区域群众，确保人员安全。此外，通
过广播、电视、手机短信、网络等媒体，及
时发布台风动向。

周 宁

本报讯（许孙月）9月 12日，周宁县
召开防御第 18号台风“泰利”动员部署
会，针对“泰利”强度大、影响范围广等
特点，要求各级各部门按照省、市的要
求和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防台抗台
工作。

周宁县高度重视，提前做好部署，做
到“预警到乡、预案到村、责任到人”；细
化工作措施，周密安排，加强预警，突出
重点防范，加强值班值守，保持通讯畅

通。各级各部门加强了水利工程巡查、
对尚未修复的水毁工程采取应急防范措
施；做好抽排积水、地灾及次生灾害防御
准备工作；强化对各类学校防台风工作
的部署安排；及时发布台风信息，提醒群
众做好自我防范，并提前关闭景区、疏散
游客，确保安全。

寿 宁

本报讯（吴通华）为防范台风“泰
利”，9月 12日 12时，寿宁县启动了防台
风Ⅳ级应急响应，强化组织领导，扎实做
好防御工作。各挂乡(镇)领导、驻村干部
等奔赴一线，加强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

寿宁县全面落实防范责任人和防范
措施，加强对危房、山洪灾害易发区、地
质灾害易发点等危险区域的监测、巡查，
发现险情、及时预警，并转移危险区域群
众，确保人员安全。各级各有关部门认
真做好全县 235个避灾点的应急准备和
防台抗汛物质储备。全县抢险应急队伍
进入战备状态，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第
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防汛办、气象等
部门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和雨情、汛情，加

强沟通协调。同时，通过广播电视、手机
短信等途径加强预警，及时将台风动态
有关信息通知到乡、到村、到人。

柘 荣

本报讯（游书金 林颖）9月 12日，柘
荣县组织收听收看省、市防台风视频会
议后，随即召开了全县防台工作会议，全
面部署防御台风工作。

为防患于未然，确保安全度汛，柘
荣县要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密切监视台风动态，坚
决按照省市部署要求，做到预警全覆
盖、指挥零失误、指令不打折。供电、
通讯、交通、公路等部门全员上岗、全
线检修，全面保障供电、通讯和交通畅
通。各处易灾点、道路、景区、工地、水
库等根据实际情况也进行了安全防范
及加固处理。同时，该县充分发挥基层
干部和巡查小分队的作用，加强对山塘
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灾害易发
区、危旧房、低洼易涝地区等的不间断
巡查，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