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王君蓉 电话：85222315 ■版式设计：征 路

4版 2018年 1月 22日 星期一新闻·国际国内 广告

香港特区政府路政署1月20
日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接线的路
面铺装及道路设施已顺利完工。
余下正在进行的工程主要包括交
通管理及监察系统的最后安装、测
试，及其他配套设施的收尾工作。

特区政府路政署当日通过香
港政府新闻处公布港珠澳大桥香
港接线工程的最新进展。根据公
告，香港接线高架桥段进行的负重
荷载测试及有关分析工作也已完

成。高架桥段的负重荷载测试从
2017年10月中旬开始进行，测试
全部19座桥梁，共230座桥跨。

特区政府路政署测试人员表
示，他们将共重380吨的载重卡车
组停放于每一座桥跨上，测试桥梁
在受重情况下所产生的垂直位移
数据，以计算桥梁是否全部符合设
计承载能力的要求。分析结果显
示，接线的桥梁全部符合设计承载
能力的要求。

港珠澳大桥香港接线包括约
9.4公里长的高架桥、1公里长的观
景山隧道及沿机场东岸1.6公里长
的地面道路。香港接线已于2017
年5月18日全线贯通。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
局长陈帆日前表示，关于港珠澳大
桥的开通日期，粤港澳三地正加紧
完善口岸通关条件，并将报请中央
确定大桥开通时间，定案后将尽快
公布。

港珠澳大桥香港接线路面铺装
及道路设施已顺利完工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为加强弶港镇集镇管理执法队
伍建设，进一步做好集镇管理工作，
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城管执法中
队执法协管员 8名，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报名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政治素质高，遵守宪法和法

律，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热
爱城管事业。

2、男性，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
(1972年 1月 1日后出生)，身高1.68
米以上。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复
员退伍军人或具有城管工作经历优
先。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
报名

1、曾受过治安刑事处罚的、有
犯罪嫌疑或违法劣迹尚未查清的;

2、在党纪政纪处分期间内的;
3、被其他城管部门辞退的;
4、有其他不良行为，不宜从事

所聘岗位工作的。
二、报名办法:
招名工作按照“自愿报名、公开

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采取面试、
考察审核、体检的程序进行。

1、报名及资格审查
报名者携带户口簿、身份证、复

员退伍证等(原件及复印件)参加报
名(如有类似城管工作经历的请另
附相关证明)。如实填报《东台市弶
港城管执法中队辅助执法人员报名
表》，交本人近期同底免冠一寸彩照
2 张。报名时间：2018 年 1 月 22
日-2018年2月2日18:00止。

报名地点：弶港镇城管执法中
队（弶港镇弶六路南）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13770265199
2、面试及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合格并在规定时间内

报考的人员，参加统一面试。
3、体检及签订劳动合同
经考察、体检合格后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为七天。公示无异议的，
与劳务派遣公司（或用人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一年一签（有一年以上工
作经验者免试用期）。试用期为三
个月，试用期工资为 1500 元/月。

试用期满后工资 1800 元/月，节假
日加班补助 400 元/月，考核工资
600 元/月，统一服装，按规定缴纳
相关保险，每月倒班休息 4天。试
用期考核不合格人员，由劳务派遣
公司按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拟聘用的人员已有工作单位
的，由本人负责与原工作单位终止
合同或协议。已与其他用人单位签
署了就业协议或聘用（劳动）合同，
在办理聘用手续时，不能提供解约
或解聘证明书的，不予聘用；事后发
现有上述情况的，解除合同。

聘用人员逾期不报到，视为放
弃聘用。

三、纪律与监督：
招聘工作坚持民主、公开、竞

争、择优的原则，全程接受镇纪委和
社会监督，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的，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
处理。

本公告由弶港镇城管中队负责
解释。

弶港镇城管执法中队
2018年1月19日

弶港镇公开招聘城管辅助执法员公告
江苏伟业嘉盛集团因发展

需要，诚聘行管人员、财务人员、
销售人员、文员、泵车、搅拌车驾
驶员等，待遇优厚，具体面议。

相关要求如下：
1、行管人员2名
要求：本科以上学历，30～

42周岁，具有6年以上从事建设
行业（开发、建筑、市政、混凝土、
营销）的工作经验，有较强的管
理和协调能力，有较强的文字功
底。

2、财务人员4名（总账2名、
出纳 2名。工作地点：东台、弶
农）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40周
岁以下，具有5年以上财务工作

经验，工作敬业负责，业务能力
强。

3、销售人员2名
要求：高中以上学历，40周

岁以下，工作敬业负责，综合能
力强，具有 5年以上销售经验，
有房产、建材行业（包括砂、石、
水泥、砖瓦等）销售经验者优先。

4、办公室文员2名
要求：本科以上学历，30周

岁以下，熟练使用办公软件，有
较强的文字功底，有一定的沟通
协调能力。

5、泵车、搅拌车驾驶员
①外挂搅拌车辆 3 辆，要

求：车况较好，驾驶员具有B证
以上驾照，三年以上驾龄。

②泵车驾驶员2名，要求：B
证以上驾照，三年以上驾龄，有
泵车操作经验。

③搅拌车驾驶员 3 名，要
求：B证以上驾照，三年以上驾
龄。

有意应聘者请将简历发至
以下邮箱：83460804@qq.com
或直接电话联系。

招聘地点：东亭中路 3 号、
范公工业园区龙腾东路20号

联系电话：
朱先生 15189395869
金女士13655113230

江苏伟业嘉盛集团
2018年1月18日

江苏伟业嘉盛集团诚聘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2018年1月
18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此次全
会对全党全国人民来说都具有重要
意义。

全会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一中全会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党全国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开
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兴起
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
潮，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各项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提供了强
大精神动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
想更加统一、信心更加坚定、行动更
加有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呈现欣

欣向荣的发展局面。
全会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

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
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全会高度评价
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成就。我国宪
法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发展。全会强调，由宪法及时确认
党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
验，以更好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
推动、保障作用，是实践发展的必然
要求。

此次全会的突出亮点是：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全会强调，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
想。

坚持和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必须坚
持和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五位一体、新发展理念和奋斗
目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
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
激励和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具有重大引领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
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
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促
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具有重
大意义。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
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
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依法建立党统
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构建集
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
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全覆盖。

宪法是国家各项制度和法律法
规的总依据，充实宪法的重大制度
规定，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具有重要作用。

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有何突出亮点？

1月 20日从中国航空工业
西飞民机公司传出消息，西飞
民机公司日前与中国航空技术
进出口总公司举行了新舟飞机
安哥拉项目签约仪式。此次签
约的 2架新舟 60飞机，是西飞
民机公司海外市场销售的新拓
展。

新舟60飞机是目前我国投
入国际市场的唯一一款自主品
牌客机。自 2005 年新舟 60飞
机成功打开了中国民机飞往世
界的大门后，目前新舟60飞机
已在非洲、亚洲、南美洲、大洋
洲多个国家运营。

安哥拉项目是西飞民机公
司与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
司海外销售的又一次成功合
作。安哥拉是非洲西南部国
家，航空客货运输量居非洲第
五位。

国产新舟60飞机
获得２架安哥拉
项目订单

→1 月 20 日，一个长达
100.6 米冰制吧台亮相吉林
通化。

当地时间1月 21日下午，
新西兰私营科技企业火箭实
验室在新西兰玛西亚半岛成
功发射了一枚火箭，并已经进
入预定轨道。据悉，这是在新
西兰境内首次成功发射火箭
并进入预定轨道。该火箭属
于轻型火箭，垂直发射重量约

12吨，相当于一辆双层巴士的
重量，主要用于监测天气和跟
踪海上船舶交通情况。

这家公司曾在去年5月发
射了一枚火箭，但是并未按计划
进入预定轨道。1月20日，该公
司准备再次发射，但是因为天气
原因再次推迟了发射时间。

新西兰首次成功发射火箭
已进入预定轨道

南非开普敦市日前宣布，
将进一步限制370万居民的用
水量，帮助这座南非第二大城
市克服百年一遇的干旱。

开普敦市长帕特丽夏·利
勒说，从2月1日起，每名市民
限定用水量将由现在每天 87
升减少至50升，整座城市用水
量从现在每天 50万吨减少为
45万吨。150天后，市政府将
再次评估用水情况，决定是否
继续施行。

为应对一个世纪来最为严
重的干旱，开普敦市去年10月
启动限水措施，但收效甚微。
利勒介绍，60%的居民用水量

超出限额。一名开普敦市官
员表示，开普敦15日一天消耗
61.8万吨水。

开普敦市政府定于 19 日
表决一份惩罚性水价表，超出
限额部分的水价将呈“指数式
增加”。利勒说：“我们已经不
能要求居民停止浪费，必须逼
着他们省水……我们已经没有
退路。”

如果限水措施执行不力，
开普敦最早将在4月21日“断
水”。利勒说，市政府已经准
备好 200个供水点，以便断水
后向居民分发饮用水。

逢百年一遇的干旱

开普敦宣布将进一步限水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中
央文明办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
发《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
划》。计划明确提出，要切实保
障体育课时，严格落实每天锻
炼1小时。北方地区有条件的
中小学应将冰雪运动项目列入
冬季体育课教学内容。

促进计划提出的目标包
括，到2020年广大青少年体育
参与意识普遍增强，体育锻炼
习惯基本养成；青少年体育活动
的形式更为多样、内容更为丰
富，体质健康状况明显改善；计
划还提出要不断提高青少年身
体素质，实现体育课时切实保
障，每天锻炼1小时严格落实，
课外体育活动广泛开展，青少年
体育技能培训质量与效益持续
提升，基本实现青少年熟练掌握
一项运动技能，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优良率达到25%以上。

同时，要实现青少年体育

组织类型不断丰富，规模不断
扩大，国家示范性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达到 300家，各级青少
年体育俱乐部达到1.2万家，每
两万名青少年拥有一家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各级体育传统项
目学校达到1.5万所。青少年
体育组织覆盖乡镇（街道）、城
市社区和具备条件的农村社
区。

这份计划还提出要大力发
展青少年足球运动，积极开展
校外青少年足球赛事活动和人
才选拔与培养；要推动青少年
冰雪运动的普及与提高，以筹
办2022年冬奥会为契机，积极
开展青少年冰雪健身项目，北
方地区有条件的中小学应将冰
雪运动项目列入冬季体育课教
学内容，鼓励南方地区城市中
小学与冰雪场馆或冰雪运动俱
乐部合作，开展冰雪体育教学
活动。

七部门联合发文：
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每天锻炼1小时

经研究，决定实施梁垛镇河道
沉船及旧桥拆除工程，为体现“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公开招
标。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1、对梁垛镇境内河道涉及的

41 处沉船和旧桥板进行拆除和清
运；

2、详见招标文件；
3、未明确其他施工要求以招标

单位解释为准。
二、承包方式：机械作业。
三、投标人资格条件：参加投标

的单位必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或水
利水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
质、且有相关施工经验。

四、报名需带资料：报名时应提
交单位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和安全
生产许可证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
章）、企业法人委托书、投标代理人
身份证明等交招标单位审查，报名
时缴纳报名费300元（不退还）。

五、报名时间和地点：
报名时间：
2018 年 1 月 22 日-1 月 24 日

上午8：30-11：30

下午3：00-5：30
报名地点：梁垛镇招投标办公

室
联系人：吉小龙
手机：14752996265
六、本工程评标定标办法：以招

标单位开标当日解释为准。
七、开标、评标时间：由招标单

位另行通知各投标单位。
八、本次招标相关问题的最终

解释权归梁垛镇招投标小组。
2018年1月20日

东台市梁垛镇人民政府
关于梁垛镇河道沉船及旧桥拆除工程施工招标的公告

2017 年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培
训考试即日起报名。东台市百佳电
脑学校特开设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
培训班，报名时签协议，不通过全额退

款，主要学习会计基础、法规、电算化
财务软件，手工、电脑做账等。欢迎
各用人单位来我校选聘财会从业人
员。

全国会计初级、中级职称，一
级、二级建造师培训班即日起报名，
我校所有班均分白班、晚班、周末
班。另常年开设大专、本科学历班，

专业全，两年半培训考试通过拿证。
地址：东台市百佳电脑学校（时

代大厦北门三门、步行街东首）
电话：85263311

18901419666
QQ：1165137442
网址：www.jsdtbj.com

通 知

东台市东台镇乐翼通信器
材经营部遗失于2016年1月4
日办理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发
证机关为：东台市国家税务局，
证 号 ：320981198903130964，
声明遗失。

陆茂霞遗失养老保险手
册，个人代码为：1001945635，
声明作废。

东台市弶港镇君雨通信器

材 商 店 （ 注 册 号 为 ：
320981600100979）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一本，声明作废。

东台市东台镇吉顺日用品
商 行 （ 注 册 号 为 ：
320981601641301）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412050011)，
声明作废。

刘连凤、夏亮遗失东台市

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6年10月31日所开的江苏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发
票代码：3200161350，发票号
码：04064288，声明遗失。

李小勇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 国 残 疾 人 证 》，证 号
32098119911102521244，声明
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