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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自来水总公司
保障安全供水
竭诚为您服务

24小时报修热线：
12345（城乡）83316540（城区）

▲宋苏聪（身份证号
码：32062619660526103
4）遗失启东市城建中被拆
迁户安置房选房、交款约
定协议一份，房源位置：城
东花园南区 28 号楼 302
室。声明作废。

▲黄杰不慎遗失住院
医药费发票1张，金额共
计 8441.04 元（2018 年 5

月 24日至 2018年 6月 1
日启东市人民医院，发票
号码0000732668），现声
明作废，本人承诺该发票
未获得任何补偿。

▲金炜涛不慎遗失住
院医药费发票1张，金额
共计 7628.25 元（2018 年
8月 20日至 2018年 8月
27日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发票号码0000012434），
现声明作废，本人承诺该
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遗失启事

便民信息 投放热线
0513-8312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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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 实在 实惠 实效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成立于1997年，目前下设网点36
个，资产规模超过600亿。南通分行为南京分行辖属二级
分行，成立于2011年5月，辖内有海安、启东、通州3家支
行。2016年底，中国人寿成为广发银行大股东，广发银行
成为一家能够为广大客户提供银行、保险、投资等综合金
融服务方案的银行，发展前景广阔。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将
以变革之心，开拓更高远的事业，诚邀社会各界精英加入
我们的团队，将为您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福利、系
统培训和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

一、应聘基本条件
1.能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金融规章制度，无

不良记录；
2.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较强的事业心、责任心；
3.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
4.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和其他电子办公设备；
5.符合我行亲属回避相关制度规定。
二、招聘岗位及应聘条件
（一）对公客户经理（2名）
1.经济、金融、财会、营销类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
2.具有2年以上金融工作经验，或3年以上企业财会

工作经历；
3.熟悉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信贷业务，具备良

好的业务拓展能力、客户服务和风险防范意识；
4.拥有客户资源者，上述条件可适当放宽；
5.诚信记录良好;
6.工作地点：启东。
（二）理财经理（2名）
1.经济、金融、财会、营销类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
2.三年以上金融工作经验，其中2年（含）以上零售银

行业工作经验；
3.熟悉零售银行业务，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市场

拓展及项目策划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

4.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
5.取得AFP专业证书，另取得CFP、证券、基金、保

险、银行从业资格等相关证书者优先考虑；
6.遵纪守法，诚信记录良好；
7.工作地点：启东。
（三）个贷客户经理（2名）
1.经济、金融、财会、营销类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
2.具有2年以上银行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3.熟悉零售信贷业务，具有较强的营销能力，熟悉市场

环境，具有一定的客户评估、判断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
4.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
5.诚信记录良好;
6.工作地点：启东。
（四）综合柜员（2名）
1.金融、经济或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一年以上商业银行前台柜员或财务管理相关工作

经验；
3.具有良好的沟通与团队协作能力，学习能力强；
4.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者优先;
5.诚信记录良好；
6.工作地点：启东。
三、应聘程序
（一）有意者请将应聘信息、身份证、学历、学位、相关

任职证明及资格证书及近期生活照一张发送至“ntfhbg-
swfyx@cgbchina.com.cn”邮箱，邮件名请标注：“应聘
XX岗位”或邮寄至”南通市崇川区洪江路88号广发银行
南通分行办公室收，邮编：226006”，信封请标注：“应聘”。

（二）经初审符合条件者，我行将通过电话或手机短
信的方式通知面试安排，请确保通讯工具通畅。

（三）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3月31日。
期待您的参与！

广发银行启东支行
2018年2月18日

广发银行启东支行招聘公告

①2 月 15 日，绿城花园社区开展“趣
味元宵节”活动，居民们一起猜灯谜、做灯
笼、丢飞镖、品汤圆。

郁卫兵 朱培培摄
②2 月 13 日，东珠新村社区开展“做

灯笼迎元宵”活动，孩子们组装灯笼、黏贴
图案、固定灯盏，现场洋溢着欢声笑语。

张晓燕摄
③2月14日，彩臣三村社区组织辖区

学生及家长、志愿者开展猜灯谜迎元宵活
动，并把亲手制作的馄饨和汤圆送给社区
里的老人。 郁卫兵摄

去年我市结婚登记
人数冲新高

全市共有11163对市民结
婚登记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情人节乐坏了商家，也忙坏
了婚姻登记窗口，情人节当天，除补领、补办结婚证
外，全市共有320对新人领证。刚刚过去的2018年，
全市共有11163对市民结婚登记、2694对离婚。

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按照规定，我市60周岁以上老人申请独生子女补
贴所提交的材料中，需要结婚登记证。许多办事群众
的结婚证是多年前在乡镇手写办理的，存在出生年月
阴历阳历混淆、名字同音不同字等错误；也有市民因
多次搬家、保管不当等原因遗失了结婚证。因此，多种
原因叠加，造成去年全年结婚登记人数激增。实际上，
补办登记和新登记结婚的人数各占一半左右。

因为去年老年人补办登记人数较多，所以启东人
初婚年龄统计不具参考意义。但是，我们从启东人平
均离婚年龄段可以看出，35岁是一道坎。据统计，35
岁~39岁之间的离婚数占18.6%，40岁~49岁之间的
离婚数约占24%。 （王天威）

女儿欲去公园游玩
父亲直接酒驾上路
本报讯 2月11日，市区江海路城南菜场前路段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经酒精呼气检测，其中一名驾驶
员的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竟然达到了 158mg/
100ml，涉嫌醉驾。

当天下午，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一中队接到警
情，有人报警称，市区江海路城南菜场前路段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并怀疑对方驾驶员喝了酒。民警立即前
往现场处置。到达现场后，分别对双方驾驶员进行了
酒精呼气检测，其中一名驾驶员余某检测结果为
158mg/100ml，另一名驾驶员检测结果为 0mg/
100ml。经现场询问得知，当天中午余某与朋友喝了
点酒，下午回家后女儿声称要去公园游玩，便驾车带
着女儿前往公园，当行驶至江海路城南菜场前路段的
时候，与前面一辆车发生了追尾。

目前，余某因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正在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朱俊俊 黎晗）

本报讯 春节前，家政保洁人员需求
火爆，春节后，家政服务人员再次出现需
求高峰。从年后上班首日开始，许多家里
有老人或小孩需要照顾的市民纷纷致电
咨询各家政服务公司，“订保姆”大战的
帷幕已经拉开。

近日，记者从我市多家家政公司了
解到，狗年岁末，家政服务市场早早地就
进入了需求旺季，巨大的市场保洁需求
让家政服务市场迎来了一年之中最火爆
的时候。然而春节假期刚结束，一些年前
没有“抢到”保姆的市民又立马“开抢”了
起来。家住景都小区的李女士有一个两
岁半的宝宝，家中一直有保姆照顾。过年
前，保姆辞了职，这可把李女士一家人急
坏了，从大年初七开始，李女士不停打电

话寻求合适的保姆。咨询了多家家政服
务公司后，2月15日，总算物色到了一个
满意的保姆。

记者走访了解到，春节假期刚结束，
部分保姆已经回到岗位。今年保姆的平
均工资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与去年持平。
虽然家政服务人员的薪资水平较几年前
已有大幅提高，但从业人数依旧不足，特
别是专业度高的高素质家政服务人员较
少，仍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究其原因，春
节前不少市民家中需要进行大扫除，而
我市的家政服务人员基本都是本地人，
每逢过年也要在自家打扫整理，为家人
过节团聚做准备，这使得家政服务人员
很紧张。另外，天冷后，不少人懒得做饭、
打扫卫生，这也是导致家政市场上服务

需求增加的一个因素。
目前，市民对家政市场的期待呈现

年轻化趋势，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
有八成市民更倾向于年纪较轻、家政经
验丰富的保姆。市民刘女士表示：“请保
姆我宁愿多花一点钱，请一些素质和能
力较高的。如果请回来发现不好用，既费
时又花钱。我家里有老人和小宝宝，如
果保姆素质太低，只会帮倒忙，对家里
生活会有影响。”与此同时，雇主的需
求也变得多元化，不再只是简单的烧饭、
做家务。这也折射出家政服务市场的旺
盛需求，以及消费者对高质量家政服务
的期待。

据家政市场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市
场上存在一些没有经过工商注册或由不正

规家政公司管理的自由服务者。眼下是家
政市场人员紧缺的时期，正是这部分不法
经营分子伺机钻空子、在家政服务市场揽
活的时候。一些雇主缺乏法律意识，与这些
服务者之间没有合法的协议约束，而这些
服务者也不受第三方监管，因此双方一旦
发生纠纷，雇主将投诉无门。

对此，市消协相关负责人提醒消费
者，寻找家政服务人员要擦亮眼睛，尽量
找有资质的家政服务公司或中介，千万
不要因为人员紧缺而找上“黑家政”。同
时，最好要与家政公司、服务人员签订相
关协议，明确服务内容和相关事项，这
样，一旦发生纠纷才可通过相关凭据合
法维权。

（朱雨杭）

节后家政市场持续走俏
市消协提醒消费者，找有资质的家政服务公司或中介

欢喜迎元宵欢喜迎元宵

①①

②② ③

流动党员捡获手机
拾金不昧寻找失主
本报讯 2月13日下午,华联新村社区居委会来

了一位老党员，声称拾到了一部手机要找失主。这个
老党员是回启东过春节的顾振魁。

当天，顾振魁来社区居委会缴纳党费，在路上拾到
了一部手机。他心想着大过年的，失主必定特着急，就准
备送到派出所去。由于外出时间长，他不知道原来的城
西派出所已搬走，没找到就直奔居委会。

“这手机看着也挺新的，可我打不开也无法联系
失主。”听着顾振魁细细描述捡到的时间、地点，社区
工作人员试着给手机充上电，原来是手机没电自动关
机了。开机后设有脸部识别，正欲联系派出所民警时，
有未接电话的消息跳出来了，社区党总支书记张群赶
忙给这个来电号码打过去，询问手机失主的相关信
息，并请告知失主本人前来领取。

失主接到电话后立刻赶了过来，非常感谢顾振魁
的善行义举，连连感叹：“遗落的手机尽管价值不高，
但里面保存着许多信息和照片，一旦丢失将非常遗
憾。”顾振魁摆手示意：“随手之劳，不用太在意”。

（章馨露 姜新春）

购福彩猪年生肖票，刮出金条奖符，送
猪年生肖金条1根；单张彩票中得500元，
送价值400元的京东E卡。

启东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宣

亚洲杯离你更近，
体彩让你玩的更精彩！

启东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长龙街沿街底
楼两间租赁中商铺
优惠出售。

电话：15051200318

商铺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