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工作需要，东台日报社
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合同制工
作人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文字记者岗位4名
摄影记者岗位1名
平面设计人员岗位2名
二、应聘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热爱新闻事业，熟
悉和掌握相应岗位所具备的理
论和专业技能。

2、具有本科及其以上学
历。报考文字记者岗位的专业
须为中文文秘类、社会政治类、
法律类、经济类、公共管理类、工
商管理类、教育类。报考摄影记
者岗位的专业须为中文文秘类、
艺术类。报考平面设计人员岗
位的专业须为艺术类。

3、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2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户籍不

限。研究生学历或具有中级以
上职称或有新闻采编从业资格
证或有记者证，年龄放宽到 40
周岁以下（1977年 1月1日以后
出生）。

4、身体健康，五官端正，仪
表端庄。

三、报名办法
1、报名时间：2017年12月5

日-12月 22日；上午8∶30 -12∶
00，下午2∶30-6∶00。

2、报名地点：东台日报社
办公室（东台市望海西路 18 号
5 楼）；联系人：何涛、施晓晖，
电 话 ： 0515-85214411、
85214138；邮箱：dthetao@126.
com。

3、报名要求：
（1）报考人员须仔细阅读招

聘公告，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交
有效材料。一经发现提供虚假
材料的，随时终止其报考或聘用
资格。

（2）报考人员须现场提交下
列材料：①本人近期一寸免冠正
面彩照 3张；②填写《东台日报
社公开招聘合同制工作人员报
名 表》（表 格 从 东 台 报 业 网
www.dtxww.com 下载）；③身
份证、毕业证书、单位同意报考
证明等。上述材料均需提供原
件和一份复印件。

（3）根据江苏省物价局、江
苏省财政厅（苏价费函〔2007〕
146 号）规定，本次公开招聘收
取考试费每人100元。

（4）报考者在规定时间内到
报名地点报名并现场进行资格
审核。此次招聘开考比例为3∶
1。报名结束后通过资格审核人
数达不到开考比例的，相应核减
招聘人数。

（5）报名资格审查通过后的
考生，听候通知领取准考证。

四、考试方式、内容和实施
办法

1、考试方式和内容
考试方式包括笔试和专业

技能测试，均实行百分制。笔试
主要内容：文字综合能力、新闻
写作能力等，合格分数线为 60
分；专业技能测试主要内容：文
字记者为现场新闻写作，摄影记
者为现场摄影，平面设计人员为
报纸版面现场设计，合格分数线
为60分。

考试结束后，按笔试成绩占
40%、专业技能测试成绩占60%
的比例计算考试总成绩。

笔试和专业技能测试时间、
地点见准考证。

2、实施办法
笔试结束后，按照所报岗

位依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以 1:3 的比例确定专业技能测
试人选（末位同分者同时进入专
业技能测试）。

专业技能测试结束后，按招
聘人数1∶1的比例，根据考试总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体检、政
审人选。考试总成绩出现同分数
时，笔试成绩高者优先；笔试成绩
再相同时，加试决出名次，加试时
间另行通知。如有考生放弃，按
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
递补。

五、体检、政审
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

通用标准（试行）》执行，政审主
要考察应聘人员的德、能、勤、
绩、廉等方面的情况。遇有体
检、政审不合格的，按考试总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六、聘用及待遇
拟聘用人员在东台报业网

公示 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按
规定程序办理相关手续，试用期
为2个月，试用期待遇按试用协
议执行。试用期间，由东台日报
社对试用人员的德、能、勤、绩进
行全面考核。试用期满经考核
不合格者，取消其聘用资格；试

用合格者签订劳动合同，实行一
年一签。正式聘用后，工资待遇
参照同类人员工资标准和报社
现职采编业务人员考核标准执
行，并缴纳相关保险。

七、组织监督
此次招聘工作坚持“公开、

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由东
台日报社组织实施，同时接受纪
检监察部门和社会监督。对弄
虚作假报考人员，经查实后，取
消报考资格；对徇私舞弊的工作
人员，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严肃
处理。一经录用，必须遵守报社
相应规章制度和约定。

八、政策咨询
招 聘 政 策 咨 询 电 话 ：

0515-85214411、85214138，也
可登录东台报业网查询。

本公告由东台日报社负责
解释。

东台日报社
2017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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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权 许
吉平 朱霆）梁垛镇
项目建设捷报频传，
截至本月初，全镇已
有 5 个重点项目、8
个企业转型升级项
目和2个智能改造化
项目竣工。

5个竣工重点项
目分别是总投资1亿
元的匠准精密组件
一期、水洲盈华船舶
配件、东之达电子科
技、总投资 1.3 亿元
的康帅冷链设备科
技和总投资 5000 万

元的凯尔宏机械制
造。东之达精密组
件计划本月再上百
台CNC加工中心，进
一步扩大产能，确保
跻身盐城市三星级
企业行列。

今年以来，梁垛

镇围绕新特产业向
中高端挺进，扎实开
展“ 项 目 建 设 攻 坚
年”活动，突出要素
协 调 ，组 织 精 兵 强
将，全力以赴为企业
转型升级提供店小
二服务。引入“互联

网+”、智能制造等新
兴元素，多途径引领
现有企业转型升级，
提升智能化装备水
平和市场核心竞争
力。

匠 准 精 密 组 件
和马步崎电机两家

企业加大投入，生产
线智能化改造项目
实施到位。欧邦电
机、东星汽车配件、
东威环保设备等8家
企业转型升级项目
也全部竣工，形成新
产能。欧惠达光电、

马步崎电机、水洲盈
华船舶配件等3家企
业获批江苏省民营
科技企业，马步崎电
机公司荣获第六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先进制造行业优秀
奖。

梁垛镇一批重点项目相继竣工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讯员 常艳秋）近日，许
河镇紧扣新交通、新经济、
新生态、新旅游、新生活

“五个新实践”，就全镇当
前及下一步工作进行部
署。

该镇始终把招商引资

作为全镇经济跨越发展的
生命线，不断加快招商引
资步伐，开展许河籍知名
人士摸排工作，充分利用
各方力量，为招商引资提
供信息来源。强化生态保
护，继续深入推进河长制
工作，落实一河一策、一河

一档，建立健全长效河道
管理机制，开展河道环境
专项整治活动，营造和谐
生态环境。

着力推进农村路桥提
档升级，统筹协调各部门
通力协作，狠抓招投标、工
程质量监督等重要环节，

严把质量关，使建设成果
惠及广大群众。常态化开
展大走访活动，利用每周
二、周六的固定走访日，结
合大走访微信交流群，与
群众沟通，及时为群众解
决问题，维护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

许河镇紧扣“新实践”谋划新部署

本报讯（记者
张莉琳 通讯员 裔
丹 姚亚香）近日，唐
洋镇召开安全生产
大检查大整治大落
实工作会议，传达市
相关工作会议精神，
对全镇安全生产、今
冬明春火灾防控工
作进行布置安排。

该镇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牢固树
立安全生产发展理
念，认真落实安全生
产各项政策举措。
根据“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的责任体

系，强化重点地区、
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的隐患排查治理和
打非治违的力度。
通过开展督查督导、
联合执法、安全生产

“回头看”、暗查暗访
等方式，着力抓好安
全隐患排查。

同时，加强宣传
力度，充分利用政府
微信平台、镇村广
播等多种宣传形式，
进一步增强社会公
众安全意识，做到家
喻户晓，人人皆知。
在此基础上，强化值
守，健全完善安全生
产预测预警和应急
协调联动机制。

唐洋镇全力抓好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今年以来，头灶镇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修编工业园区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规划，重点发展高端纺织

印染和机械电子两大主导产业。记者 夏静华 摄

本报讯（朱友华 余卫成）弶港镇小
学退休老师丁付林创办的三席快餐馆
如今成了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窗
口。他在接待客人的同时，总是针对不
同的对象宣讲十九大精神，畅谈学习心
得体会，成了十九大精神的宣讲员。

为把党的十九大精神更好更多地
送到最基层，弶港镇在退休党员教师中
聘请丁付林等8名同志为十九大精神宣
讲员，通过集中领学、通读十九大精神
辅导读本、认真做好宣讲笔记，重点加
深了对报告中40条新提法、新论述、新
举措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在此基础上，
镇里发挥他们的教学能力优势、社会影
响力，开展十九大精神进社区、进学生
家庭活动。退休党员教师自当上十九
大精神宣讲员以来，已先后向 50 多名
退休职工和 200 多户学生家庭进行了
十九大精神宣讲。

弶港退休教师当上
十九大精神宣讲员

本报讯（邱亚萍 夏素红）“党的十
九大报告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作为一名
基层党员干部，我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战略、
新部署、新要求上来，努力开创各项工作
的新局面……”12月2日上午，头灶镇党
委组织机关党员交流学习十九大精神的
心得体会。

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头灶镇党委专门制订了学习计划，明
确要求全镇村居、单位基层党组织，把学
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功夫。一方面坚持读原著、
学原文，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学习形式，通
过现场辅导、体会交流、知识竞赛、文艺
演出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深化学习内容，
真正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
和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立足本职岗
位，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工作热情，在工
作实践中展现才智、担当和奉献。

头灶镇党员交流
学习十九大报告体会

本报讯（记者
张佳 通讯员 陆继
军）日前，记者在东
方船舶装配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看到，
一个大型料仓正在
紧张地生产中。公
司负责人王晗告诉
记者，这是公司新研
发的污水处理配套
设备。

今年以来，面对
日趋激烈的行业竞
争，公司加快转型升
级步伐，继续走产学
研发展之路，研发船
用自动化灭火系统、
畜禽粪便污水处理
系统等新产品，将产

品从船用民品、船用
军品向陆地环保产
品延伸。

公司注重市场
开拓，在沿海以及相
关的船舶工业集散
地设立21个销售服
务网点，借助电子商
务拓展销售渠道，并
在上海成立国际贸易
部，招聘专业人才从
事国际贸易。同时，
利用较有影响的上海
国际海事会和广交会
推销产品。目前，公
司产品除供应国内用
户外，还远销欧美、东
南亚、中东、非洲等国
家和地区。

东方船舶转型
升级实现新发展

为确保城区配电网
线路的安全运行，下列
10kv线路将按计划停电
检修：

一 、1、10kv 廉 贻
158 线路#41 杆控股开
关以下线路（#51-3 杆
光辉四组开关以下线路
不 停）；2、10KV 园 区
156 线路#41 杆五龙开
关以下线路（#42杆支线
灶西六组开关以下线路
不停）；定于 12 月 14 日
11 时至 17 时停电检修
（遇雨顺延）。

涉及停电用户：
公变用户：光辉八

居民小组

专变用户：江苏和
信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瑞东精密铸造有限
公司；东台市国贸仓储
有限公司、东台市路灯
管理所、江苏梵坤环保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长盈机械有限
公司、江苏万瑞达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
台曙你制鞋有限公司、
东台施迈尔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巨欣安
全玻璃有限公司、上海
泰胜(东台)电力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

二 、1、10kv 廉 贻
158 线路 1#杆至 12#杆
金光路开关之间线路

2、10KV 园区 156 线路
1#杆至 12#杆海陵路开
关 之 间 线 路 ；定 于 12
月 14 日 8 时至 10 时 30
分 停 电 检 修（遇 雨 顺
延）。

涉及停电用户：
公变用户：四塘三

居民小组、灶西十居民
小组、灶西一居民小组

专变用户：东台市
路灯管理所、东台远东
纸业有限公司、东台市
苏萌针织时装有限责任

公司、东台塔兹黑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东台市
宏达彩印包装有限公
司、江苏和信石油机械
有限公司

三 、1、10kv 东 工
159 线路#22 九天南路
环网柜九天北路支线
160 开关以下线路；2、
10kv 红兰 161 线路 #4
红兰桥环网柜备用 1负
荷刀闸以下线路；定于
12 月 15 日 8 时 40 分至
17 时停电检修（遇雨顺

延）。
涉及停电用户：
公变用户：金牛居

民小组、汽车总站居民
小组、汽车总站二居民
小组、水井居民小组、
九天北路居民小组、九
天北路二居民小组、新
宁东方小区、新民北路
居民小组、华联路居民
小组、华联路二居民小
组、都市名苑小区、砂
石仓库居民小组、农机
公司居民小组、金城居
民小组、华联大厦一居
民小组、华联大厦二居
民小组、交通局居民小
组

专变用户：盐汽东

台营业处新客站、江苏
盐阜公路运输集团东台
有限公司、文教局基建
组、东台市德驰置业有
限公司、东台市农业机
械有限公司、东台市时
尚新都购物中心、东台
金茂百货购物中心有限
公司、东台市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

请以上停电线路双
电源客户提前做好备用
电源切换工作，单电源
用电客户提前做好停电
准备工作。服务、监督
电话：0515-85271234。

国网东台市供电公司
2017年12月6日

10KV线路停电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