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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人才市场72小时就业中心
广告

关注“邢台人才”公众号摊位火爆预定中……

“中小企业”专场招聘会
3月17日（周日）

河北邢畅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于2018
年12月9日至12月25日参与承建施工邢台路
桥建设总公司环城公路项目，K13+950-K14+
900段落分包合同内容已履行完毕，我公司承
诺已完成本项目中所有农民工工资结算工作，
如有农民工工资纠纷，均由我公司负责解决并
承担一切后果，特此公告！

河北邢畅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公 告
牛城晚报
广告部

3129961

声明
河北中丘新型物流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车 辆 冀
EL8950 不慎将营运证丢
失，证号：130523002411，
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县高远货运车

队不慎将车辆冀 EFC39
挂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
130521008187，声明作废。

声明
颜挺利不慎将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
证丢失，证号：公现役字
第1025137号，声明作废。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
供 热 办 获 悉 ，本 市 主 城 区
2018-2019年集中供暖延长 3
天，延至3月18日24时。

市供热办负责人介绍，本
市法定供暖期是 11月 15日零
时至次年 3月 15日 24时。根
据本市近期气象信息，气温虽
有所回升，但考虑到最低气温
仍然偏低，经市政府研究确
定，本市主城区 2018-2019年

居民集中供暖延长至 3 月 18
日24时。

当天，记者陆续联系了市
区三家供热企业，相关负责人
均表示，他们将按照政府指
示，继续做好供暖和服务工
作。他们将保证供热设备正
常运转，客服热线也继续保持
24小时接听，站好本供暖季的
最后一班岗。

（本报记者 李平）

市主城区供暖期延长3天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创城
工作，畅通广大市民参与文明
城市创建渠道，市创城办从即
日起开通创城直通车，对不文
明行为进行曝光，接受社会和
群众广泛监督。创城直通车设
有三个举报平台：“不文明行为
随手拍”“创城问题举报台”和

“创城热线”。市民可关注“文
明邢台”微信公众号，在“不文
明行为随手拍”和“创城问题举

报台”中曝光不文明行为和反
映问题，也可在工作日拨打创
城热线反映问题，热线电话
2277896。

欢迎广大市民对影响城
市环境卫生、城市交通秩序、
城市文明形象的不文明行为
进行举报，对创建文明城市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逐步
将我市打造成崇德向善、文
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

的文明城市。
（孙涛 马溦）

市创城办开通创城直通车

扫码关注文明邢台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 3 月 14 日，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戎阳主持召
开创建文明城市窗口服务环
境和市民素质提升两个专项
指挥部调度会议，听取有关成
员单位工作汇报，剖析问题、
明确责任、研究对策、推动落
实。

戎阳指出，今年是市委、市
政府确定的“狠抓落实年”，也
是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最关
键的一年。两个专项指挥部各
成员单位要克服松懈麻痹思
想，再增信心、再添动力、再鼓
干劲，切实增强“美我家乡·文
明邢襄”的集体荣誉感，坚定

“让邢台更美好、更宜居”的共
同愿景，进一步厘清创城工作
中的认识误区，扎实推进我市
全面全域全民常态创建文明城
市。

戎阳强调，要借全市上下
深入开展“三深化三提升”活
动的东风，把狠抓落实作为创

城工作主旋律，确保任务落
实、态度诚实、工作扎实，坚持
常态创建不放松、坚持问题导
向重整改、坚持科学创建上水
平，持续提升干部队伍执行
力，对照各项创建工作标准，
以服务群众为根本，用心、用
力、用情研究整改措施，建立

健全常态化工作机制和社会
监督机制。要不迟疑、不松
懈，主动作为，勇挑重担，以扎
实过硬的措施和立行立改的
作风落实各项创建任务，确保
两个专项指挥部承担的创建
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本报记者 李博）

戎阳在创城专项指挥部调度会议上强调

争做文明城市创建排头兵领头雁

本报讯 为广泛延揽社会
优秀人才为军队建设服务，
2019 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
考文职人员工作。记者了解
到，此次招考涉及驻邢部队及
邢台军分区 22个岗位，有意报
考的人员可及早准备。

公告中表示，此次公开招
考着眼服务部队需要，主要招
录一批文职人员到主干专业
系列、重点关键岗位和艰苦边
远地区；注重引进优质人才，
严把标准条件，精准按岗择
人，提高人才选拔质量，从源

头上建强文职人员队伍；坚持
做到公平公正，岗位数量、资
格条件、选拔程序、录用结果

“四公开”，确保招考全程阳光
透明。

记者查询发现，22 个岗位
包括海军勤务学院招录助理讲
师5名，要求专业为烹饪与营养
教育、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
护理学、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武警部队河北省总队招录助理
工程师、主治医师、医师，要求
专业为计算机类、临床医学类
等。邢台军分区招录 14人，岗

位涉及各县市区人武部及河北
省军区邢台干休所等。

根据计划安排，3 月 13 日
至 20 日，报考人员可通过军
队人才网报名，4 月 28 日全军
组织统一考试。考试内容包
括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各科
目考试的范围、内容和具体要
求已在军队人才网公布。 9
月底前，完成面试体检、政治
考核、综合考察、公示审批等
工作。

（本报记者 靳普
通讯员 刘派）

2019年全军面向社会招考文职人员

涉及驻邢部队及邢台军分区22个职位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邢
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
悉：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本市
2018年度企业职工病退工作正
式启动。

企业职工病退工作，继续
实行政策与总量“双控”的办
法，按照“重中选重”的原则，最

大程度地维护好每一名符合病
退条件职工的权益；同时坚持
实行纪检部门全程参与、全程
监督，确保做到公开透明、阳光
运行。

企业职工病退申报材料
的领取时间为：2019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15 日，领取地点为：

市本级企业职工在中兴东大
街 115 号市人社局二楼；各县
（市、区）职工在各县（市、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详
情可登录邢台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网站或拨打咨询电
话 12333。

（本报记者 尹彩红）

本市2018年度企业职工病退工作启动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该局
将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纳入今年重点工作，主要从规
划引领、政策支持、改革创新
等三个方面，充分发挥部门作
用，为打赢全市脱贫攻坚战和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
强有力的自然资源和规划保
障。

坚持规划引领。把乡村
规划管理作为基础性工作，按
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指导
各县（市、区）编制“多规合一”
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统筹规划
农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
民点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生
态保护、历史文化传承等方
面，注重保持乡土风貌，科学
规划发展空间。

创新支持政策。重点在
计划指标、增减挂钩、土地整

治、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管理
等方面，创新工作，优先支持，
推动脱贫攻坚政策落地生效；
补充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后备资源较丰富贫困
县，节余指标可在省域范围内
规范流转，获得经济收益，支
持脱贫攻坚。

推 进 农 村 土 地 制 度 改
革。按照国家及省要求，充
分借鉴试点经验，适时推开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和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
用地市场。指导各县（市、
区）有序开展乡村闲置校舍、
厂房、废弃地等整治,积极盘
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重点
支持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和返
乡下乡创业。

（本报记者 冀文龙
通讯员 张海峰）

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三深化三提升 狠抓落实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