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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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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马琪琳）9月
10日下午，我市召开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安保维稳工作会议，对全市安保维稳工
作再强调，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市委书记李卫国要求，严肃态度，严实举
措，严明纪律，全力以赴攻坚克难，以优
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李卫国指出，近期以来，全市安保
维稳形势总体上可防可控，要严肃态
度，保持战备状态，坚持底线思维，深
入推进信访突出问题“百日清零”和

“三化解一规范”专项行动，加强风险
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措施
清单，确保 9月底前全部销账清零。要
聚焦重点案件，坚持“一个案件、一套
专班、一个方案、一抓到底”，因案施

策、逐案攻坚，诉求合理的解决到位，
诉求无理的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
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确保
案结事了。

李卫国强调，要聚焦重大涉稳风险
隐患，发挥科技手段优势，加强信息研
判处置。要加强风险源头治理。坚持重
心下沉、关口前移，严格落实领导干部
接访下访制度，重视初信初访、网上举
报、人民来信，综合运用定点接访、重
点约访、专题接访、带案下访等务实管
用的措施，充分发挥网格化社会治理创
新优势，加快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多调对接”工作机制，
千方百计把矛盾问题化解在当地、解决
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李卫国要求，要严明纪律，强化责
任落实，建立健全协作配合机制，加强
信息联动、工作联动、力量联动。要严
格请示报告、带班值班制度，强化责任
追究。

李卫国强调，要切实抓好当前安全
生产工作，坚决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安全
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持续深化安全环保消防领域
重大隐患违法行为专项严打整治行动，
铁腕防范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全力确保

“五个坚决防止”的目标，以兴化的“稳”
为全国的“稳”作支撑、作贡献。

市领导葛志晖、马元连、刘春龙、
金永忠、常冬海、常传林、刘汉梅、吴
海盈参加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马琪琳） 9月
10日下午，我市召开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扩大）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工作
开展情况，剖析当前存在问题，部署下
一阶段工作任务。市委书记李卫国要
求，保持清醒，紧抓重点，强化担当，
扎实推进各项扶贫任务，确保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

李卫国指出，我市脱贫攻坚工作取
得了决定性进展，成绩值得充分肯定。
但仍存在认识理解不深入、软件资料不
细致、基本保障不到位、项目资金不落
地、责任纪律不严实等问题，需要引起
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要始终保持

“扶贫脱贫怎么强调都不算多，如何重
视都不为过”的清醒认识，进一步提高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鼓劲
加压、全力以赴，确保年底前顺利完成
脱贫任务。

李卫国强调，要紧抓重点，补集体收
入短板，做足资源文章，加大力度，找准
发展路径，将农村沉睡的资源变为产生
效益的资产。要盘活土地资产，实施科
学规划和精细管理，加大闲散空置土地
整治，一方面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实现耕
地溢出和农业增效的双赢，另一方面结
合增减挂钩，推动奖补资金和建设用地
的双收。要突出项目落地，用足用好全
市扶贫引导资金。各乡镇（街道、开发
区）和单位部门要按照各地实际，加强项
目论证研究和规范管理，千方百计抓项
目落地，想方设法找项目收入，全力以赴

抓项目推进。要认真开展村级经营性收
入核查、统计工作。要认真研究经营性
收入口径，制定出我市经营性收入清单，
确保准确反映我市经济薄弱村收入情
况。要补基本保障短板。重点是“两不
愁三保障”，要确保符合教育优惠政策的
低收入户都享受到政策；以“先诊疗后付
费”“一站式结算”为抓手，以“确保今年
建档立卡贫困户住院自付费用比例不超
过 10%”为目标，加强医疗保障，完善保
险覆盖，切实减轻低收入人口医疗负担；
尽快完成低收入户危房改造任务，按照
要求规范相关手续。要补档案数据短
板，认真完善相关档案资料，做到经得起
检查、经得起认证。要畅通信息交换和
共享，加强数据比对，抓好各系统数据更

新维护，做好市、镇、村三级数据动态监
管，确保数据之间互相验证佐证。

李卫国要求，要强化问题整改、责任
落实、执纪监督和组织建设，保持坐不
住、慢不得、等不起的紧迫感，扎实推进
各项扶贫任务，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会上，副市长刘汉梅通报了我市扶
贫工作开展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具
体部署。

市委副书记葛志晖主持会议。
市领导马元连、刘春龙、金永忠、

常冬海、常传林、吴海盈参加会议。

扎实推进各项扶贫任务 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李卫国在市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扩大）会议上要求

李卫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安保维稳工作会议上要求

全力以赴攻坚克难 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市政协领导
慰问知名人士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马琪琳）中
秋节即将来临，9月 11日上午，市政
协主席沙顺喜走访慰问政协委员中
的部分社会知名人士，给他们送上节
日的祝福。

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房振羽
自九十年代起从事肿瘤放射治疗工
作，是我市肿瘤放射治疗专业的奠基
人。在慰问房振羽时，沙顺喜向他送
上鲜花和慰问金，详细询问了医院日
常管理情况和治疗方面的困难等。
沙顺喜希望房振羽能在做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继续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关
注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兴化民生的发
展。

在省兴化中学，沙顺喜看望了省
语文特级教师、连续执教高中59年多
的任祖镛。今年 80岁的任老依然精
神饱满，心系教育。沙顺喜与他详细
交流了语文写作、语文教学和新高考
模式等方面内容，并表示省兴化中学
要继续发挥好自身特色，积极策应教
改政策，大力推进生源引进和人才招
引。沙顺喜说，任老作为我市教育界
的一面旗帜，多年来为教育事业倾注
心血，希望任老保重身体，继续发挥
余热，为教育事业多作贡献，同时以
政协委员身份关注民生事业发展。

沙顺喜还来到上方寺，向方丈智
广送上节日的问候，并询问了有关上
方寺目前发展的相关情况。沙顺喜
说，上方寺作为旅游环线的重要节
点，要做好寺庙周边的环境配套，借
鉴外地佛教寺院好的做法，将宗教文
化与全域旅游深入融合，为我市宗教
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市政协副主席邹祥龙、秘书长金
国明参加活动。

9 月 11 日下午，第
二届“说响兴化”——兴
化人讲兴化故事成人组
总决赛精彩开赛，18 位
选手从初赛中脱颖而出
闯入最后的决赛。现场
他们通过精彩的演讲以
及才艺展示，弘扬传播
兴化历史文化，大力推
广兴化旅游资源，激发
群众的乡土热情。市领
导刘春龙、常传林、丁春
华、邹祥龙观看比赛。

张娈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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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一批青年专业后备人才，特此公告。
一、招聘名额

公开招聘青年专业后备人才 30
人，其中男性20名，女性10名。
二、招聘条件

1.招聘范围面向全市，应聘者须具
有兴化市户籍；具备良好的品行；具备
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2.年龄 35周岁以下 （1984年 1月 1
日后出生），须具有本科及本科以上学
历。

3.人员录用后分配至开发区相关单
位工作，应聘者须具有符合上述职位要
求的工作能力及相关专业知识。

4.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现役军人；在读非2019应届普通

高校毕业生；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尚未解除
纪律处分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
员、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者涉嫌违法犯
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
三、招聘程序和方法

本次招聘工作由兴化市瑞兴劳务服
务有限公司统一组织实施，按照发布招
聘公告、报名与资格审查、笔试、面
试、体检、考察、公示与聘用等步骤进
行。

（一）发布招聘公告

按照“事前告知、公开透明”的原
则，在报名前向社会公布招聘公告。

（二）报名与资格审查

1.时间、地点、方式
时间：2019年9月16日—25日，上

午8:30—11:30，下午3：00—6:00。
地点：兴化市瑞兴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兴化经济开发区向阳路职工生活中
心4号楼劳动服务所四楼403室）。

方式：本次招聘采用现场报名方式
（不接受网络、信函、电话等方式报
名）。本人除须现场提供并确认报名要
求提供的各类材料外，还须提供本人的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报名联系人：
黄先生 电话：0523-80616125
顾先生 电话：0523-80213305
2.注意事项
（1）报名时考生根据岗位要求须

提交相关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①
《2019年兴化经济开发区青年专业后备
人才报名表》（附件1）；②本人近期免
冠同底版一寸彩色照片2张；③本人有
效期内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④2019
年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生双
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其他人员提供本
科毕业证书、学士及以上学位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⑤留学回国人员、赴台陆生
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认证材
料。

（2）考生须按公告要求如实填写
《报名表》，在招聘过程中对自己报名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全责。

（3）考生报考时，须符合相关专
业的要求，相关专业范围的确定，请按
照《泰州市2019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
业参考目录》（附件2）。

（4）凡考生弄虚作假或因其他原
因造成不符合报考条件的，在任一环

节，一经查实，立即取消报考或聘用资
格。对伪造、编造有关证件、材料、信
息，骗取考试资格的，将按有关规定严
肃处理。

（5） 本次招聘开考比例为3：1，
相关信息将及时在网站公布。

本次公开招聘专业人才不收报名和
考试费用。

（三）考试

考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等方式进行。
笔试成绩为百分制，笔试结束后，

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录用人
数2倍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的人选。
参加面试人数与职位招录计划数之比不
足2：1的职位，按实际符合条件人数
面试。

总成绩计算方法。总成绩按百分制
计算，具体方法为：笔试成绩、面试成
绩各占50%。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和合
成后的总成绩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
小数按“四舍五入”办法处理。

（四）体检

面试结束后，根据得分高低按1:1
比例确定体检人选，体检不合格者不予
聘用。

体检标准参照新修订的《公务员录
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公务员录
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及《关于进
一步做好江苏省公务员考试录用体检工
作的通知》（苏人社发〔2013〕 186号）
执行。

统一体检，费用自理，体检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

（五）考察

考察采取政审与研究确定等方式。
（六）公示与聘用

根据考试、体检和考察结果，确定
拟聘用人员名单，并在指定网站公示5
个工作日，接受社会和考生的监督。对
反映有问题并查实不符合聘用条件的，
不予聘用。

拟聘用的社会在职人员与原工作单
位签有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的，由本人
按有关规定自行负责解除。

新聘用人员试用期为半年，试用期
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签订合
同。考核不合格或违反试用期管理规定
的，取消聘用资格，终止聘用关系。
四、岗位职责及待遇

1.本次招聘人员试用期内人事关系
由兴化经济开发区瑞兴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管理。

2.新聘用人员试用期半年，试用期
间工资每月3200元；试用期满后，由
兴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用人单位进行
考核，考核合格者上报区党工委同意
后，统一由兴化市瑞兴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签订聘用合同，分配至开发区管委会
各相关单位使用；正式聘用后，享受开
发区事业单位人员相关工资待遇；考核
不合格者，则不予
聘用。

2019年9月12日

兴化经济开发区
公开招聘青年专业后备人才公告

1. 2019 年 4 月 29 日 0 时 45
分，陈某桂驾驶苏MH9KXX小型
汽车行驶至兴化市人民东路与新
张线路口时闯红灯。

2. 2019 年 3 月 20 日 10 时 21
分，耿某驾驶苏MEX0XX小型汽
车行驶至兴化市薛祁路与政通路
路口时闯红灯。

3. 2019 年 4 月 14 日 16 时 47
分，徐某娟驾驶苏MDF6XX小型
汽车行驶至兴化市229省道与人
民西路路口时闯红灯。

4. 2019 年 3 月 31 日 8 时 59
分，姚某强驾驶苏MEZ5XX小型
汽车行驶至兴化市229省道与人
民西路路口时闯红灯。

5. 2019年4月30日6时1分，
黄某芳峰驾驶苏MN89XX小型汽
车行驶至兴化市344国道与竹泓
路口时闯红灯。

6. 2019 年 4 月 19 日 19 时 03
分，戚某大峰驾驶苏M30DXX小
型汽车行驶至兴化市344国道与
竹大周线路口时闯红灯。

7. 2019 年 3 月 12 日 21 时 00
分，赵某克驾驶浙EKF2XX小型汽
车行驶至兴化市344国道与大垛
路口时闯红灯。

8. 2019 年 3 月 2 日 10 时 45
分，翟某金驾驶苏MNV7XX小型
汽车行驶至兴化市233省道与333
省道路口时闯红灯。

9. 2019 年 4 月 26 日 15 时 18
分，包某兴驾驶苏MT29XX小型
汽车行驶至兴化市229省道与人
民西路路口时闯红灯。

10. 2019 年 4 月 13 日 11 时 56
分，徐某鹏驾驶苏MH8RXX小型
汽车行驶至兴化市333省道与231
省道路口时闯红灯。

11. 2019 年 4 月 20 日 17 时 22
分，李某兵驾驶云C6N6XX 小型
汽车行驶至兴化市229省道与人
民西路路口时闯红灯。

12. 2019 年 3 月 9 日 16 时 6
分，费某春驾驶苏MC07XX小型
汽车行驶至兴化市陈张线与新张
线路口时闯红灯。

13. 2019 年 3 月 7 日 15 时 59
分，姚某志驾驶苏MV38XX小型
汽车行驶至兴化市文峰路与南绕
城路路口时闯红灯。

14. 2019 年 4 月 25 日 0 时 45
分，胡某驾驶苏NXS7XX小型汽
车行驶至兴化市人民东路与新张
线路口时闯红灯。

15. 2019 年 4 月 17 日 11 时 02
分，刘某驾驶苏 MJE7XX 小型汽
车行驶至兴化市文昌路与政通路
路口时闯红灯。

16. 2019年4月24日20时22
分，刘某进驾驶苏JB8TXX小型汽
车行驶至兴化市人民东路与新张
线路口时闯红灯。

17. 2019年 4月 30日 10时 50
分，夏某红驾驶苏MDG0XX小型
汽车行驶至兴化市人民东路与新
张线路口时闯红灯。

18. 2019 年 3 月 11 日 15 时 56
分，潘某萍驾驶苏MH18XX小型
汽车行驶至兴化市229省道与人
民西路路口时闯红灯。

19. 2019 年 4 月 29 日 9 时 48
分，王某玉驾驶苏 MD12XX 小型
汽车行驶至兴化市352省道与建
陵路路口时闯红灯。

20. 2019 年 3 月 9 日 14 时 49
分，唐某霞驾驶苏 M371XX 小型
汽车行驶至兴化市229省道与人
民西路路口时闯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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