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倪迎新 周明宝 记者 王小敏）
9日是“双节”后上班首日，据了解，当日前去市车管
部门办理新车上牌业务的车主比平时增加了一倍以
上。为此，车管部门提醒车主合理安排上牌时间，以
避免长时间排队等候。

9日当天，市车管部门共办理新车上牌近 100
辆，前来办理新车上牌业务的人员中大多数是在外务
工人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车辆上牌增多一方面是
因为商家趁着“双节”长假搞促销，购买新车的市民增
多；另一方面是外出务工人员利用长假回邮时机前来
办理换证、审验等业务。针对节后形成的车辆证牌办
理业务高峰，车管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通过抽调
业务骨干、增设业务窗口、延长工作时间等措施有效
提高办事效率。与此同时，车管部门提醒车主，最好在
临时号牌有效期内错峰前去办理上牌手续。

节后车辆上牌忙

本报讯（通讯员 朱小梅 记者 周雷森）
日前，甘垛镇妇联工作人员利用双休日时间，
将 5.2万元助学金发放给 26名困境儿童。

自 2014年扬州市妇联、民政局和财政
局联合开展扬州市困境儿童助学基金申请
活动以来，甘垛镇妇联发动各村、社区妇联
主席进行积极排查申报。经筛选审核，2014
年至 2017年，全镇共有 95名困境儿童符合
资助条件。18周岁前，这些困境儿童每人每
年将获得 2000元助学金。

甘垛 26名困境儿童获资助

江苏高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是经中
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地方性金融机构。现因业务发展需

要，诚邀优秀青年学子加盟，期待与您同发展，共成长。

一、招聘条件
1、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遵纪守法，诚实守信，身体健康。

2、境内外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专业符合对

应岗位相关要求。具体岗位及专业要求详见招聘职位。

3、本科生年龄不超过 26周岁（1992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硕

士研究生不超过 28周岁（199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4、品貌端正，身体健康。

5、户籍地原则上为扬州地区范围内，高邮本地优先。
二、招聘职位及要求

本次招聘员工 30名。具体要求如下：

三、招聘程序
招聘工作坚持“公开、平等、择优”原则，包括报名、初选、笔试、面

试、体检和录用等环节。

（一）报名和初选
本次招聘统一采取网络报名形式，应聘者可登录报名网址

（http://campus.51job.com/jsnx）并按要求注册、报名。每个应聘者

可填报 2个应聘志愿。
1、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 10月 28日 24点。

系统根据填报顺序，优先将简历投递至第一志愿，第一志愿审核

未通过方会触发第二志愿简历投递。

2、资格审查截止时间：2017年 10月 31日 17:00。

3、缴费确认：2017年 11月 2日 -11月 5日。

通过资格审查的应聘者完成缴费确认后，方取得考试资格。考生

可直接在缴费网站缴纳有关费用。缴费网址：http://jsnx.cam-
pustest.cn/。

本次考试考生按 90元 /人进行预缴费，如参加考试，则在考试

结束后退还报名费用（扣除快钱退款手续费）；如不参加考试，费用不

予退还。

4、准考证打印：缴费成功的报考人员，可根据通知于 2017年 11

月 11日开考前登录缴费网站，下载打印准考证（届时会以短信及邮

件形式通知，请注意查看）。
（二）笔试
笔试时间：2017年 11月 11日上午，具体时间以准考证为准。

笔试成绩查询时间另行通知。
（三）资格复审与面试
本行将组织资格复审和面试，资格复审不合格的，取消面试资

格；通过资格复审的，由本行通知统一参加面试。相关审核材料要求

原件并提供复印件，复印件本行予以保密，请自留底稿，恕不退还。

（四）体检和政审
本行将对拟录用人员组织体检和政审，不合格者取消录用资格，

空缺可按综合成绩依次替补。

（五）聘用
本行将择优录用应聘者，并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录用人员工

资、福利待遇按行业有关规定执行。被聘用人员如不服从分配或不愿

签订劳动合同，本行有权不聘或解聘。

四、注意事项
1、应聘者请在报名前认真了解招聘职位说明及要求，确认本人

信息填写无误并保证信息真实性。

2、本行根据应聘者网申信息进行审核，如信息与事实不符，本行

有权取消其应聘资格，由此导致的后果由应聘者自行负责。

3、报考人员可在缴费时自行选择考点参加笔试。

4、招聘期间，本行将通过应聘者报名预留的手机号码、邮箱地

址，通过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通知审核进程或与应聘者联系，请保

持通讯畅通。
5、本行有权根据岗位需求变化及报名情况等因素，调整岗位招

聘职数，并对本次招聘享有最终解释权。

6、本次招聘工作接受社会监督。

咨询电话：0514-84668011。
监督电话：0514-84603576。

本简章由江苏高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郑重声明：全省农村商业银行招聘考试无指定考试辅导书。招聘

单位不举办、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江苏高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员工招聘简章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学历、专业要求
合计

其中

男性 女性

业务岗位（通用类） 30 20 10

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金融、

财会、审计、法学、计算机等相关

专业

本报讯（通讯员 李炜安 记者 杨
晓莉）日前，我市快递行业工会联合
会正式成立，中通、圆通、韵达等 11
家快递公司的 360 名从业人员加入
了工会组织，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崛起，快递
行业进入了迅猛发展期，快递从业
人员也不断增加。据初步统计，目
前，我市共有 11 家快递公司，从业
人员 360人。今年 6月份以来，市邮

政管理局工会着手筹建快递行业工
会联合会，在依法维护快递从业人
员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快递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目前，全市 11家快
递公司的 360名从业人员加入了工会
联合会。

市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组织体系，
切实发挥工会职能作用，打造从业人
员信赖的“职工之家”。

快递从业人员有了自己的“家”

本报讯 （通讯员万莉记者周雷森）获鲁班奖
及省、市、县三级优质工程的，分别奖励 20 万元、
30000元、5000元、1000元；获批国家级、省级工法
分别奖 30000元、5000元……记者日前从瑞沃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专门设立总额 200万
元的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以激励公司全员参与创新
创优活动。

江苏瑞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市政公
用工程、公路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
工程、航道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等。近年
来，公司高度重视企业创新创优，与东南大学合作
成立了工程技术中心、研究生工作站，并牵手大连
理工大学共建路桥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获批省级
工法 5项，获专利 9项。2016年，公司位列江苏建筑
业“百强企业”基础设施类第一名。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公司多年来坚持创新创优

的结果。”瑞沃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充分激发
全员科技创新活力，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公司设立的总额 200万元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将重
点支持创优夺牌、科技创新等。

激励全体员工参与创新创优———

瑞沃设 200万元科技创新资金

本报讯（记者 翟甜甜）近日，由市关工
委主办的农商银行杯喜迎十九大“学史立
志崇德向善”演讲比赛圆满落下帷幕。
活动中，10名来自各机关单位的选手

围绕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和建设“两
聚一高”新高邮的主题，联系工作实际，结
合“家训家风家规”等内容，声情并茂地讲
述了各自的心得体会，博得现场观众阵阵
掌声。比赛现场还公布了“学史立志 崇德
向善”征文活动获奖名单并颁发了证书。

市关工委举行迎接十九大演讲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曹海英）近日，周山镇
“喜迎十九大·砥砺奋进的五年”主题宣讲
活动在该镇狄奔村拉开帷幕，近百名党员
干部和群众听取了宣讲报告。据悉，下一
步，周山镇将在各村（社区）进行巡回演讲。

为喜迎十九大，深入开展学习宣讲活
动，周山镇专门成立了“年轻干部宣讲团”。
活动中，宣讲团成员紧紧围绕“砥砺奋进的
五年”这一主题，结合该镇实际，详细阐述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让
大家深切感受到党和国家的伟大，感受到家
乡发生的巨变。

周山镇举行喜迎十九大主题宣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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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才志 记者陆业斌)
目前，我市第三代美国白蛾防控已进入到
最后攻坚阶段，各乡镇园区正积极组织药
物防治，以减少幼虫下树，控制明年虫口
基数。市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提醒，美国
白蛾防控工作，重视与不重视、防与不防
效果不一样，只要真防真治，疫情完全可
以控制。

据了解，今年 9 月上旬以来，我市第
三代美国白蛾进入危害期，危害将持续
到 10 月上中旬。高新区第三代美国白
蛾疫情重、疫点多，但由于领导重视，措
施有力，疫点数已由第一代的 35 个，下
降到第二代的 20 个、第三代的 6 个，现
已很难找到美国白蛾网幕。菱塘回族乡
今年第一代美国白蛾危害较重，但该乡

认识到位，方法到位，虫情得到了很好
的控制。临泽镇与宝应相邻，去年曾出
现过白蛾扰民现象。今年以来，该镇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积极落实防治经费，
并组成了防治专业队伍，建立了严格的
考核督查机制，目前全镇境内第二代、
第三代美国白蛾疫点大幅下降，受到老
百姓的称赞。

第三代美国白蛾防控进入攻坚阶段
林业部门提醒：防与不防效果不一样

10日下午，水部楼社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喜迎十九大”老年人才艺
作品展示会，集中展示了社区 20多位老年居民的 104件精美书画、摄影作品
及针织、盆景栽培等手工，以浓烈的喜庆氛围，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马玉彪 晓莉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陆业斌）日前，江苏省畜禽遗传
资源保种表彰大会在南京举行，高邮鸭良繁中心
被表彰为省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先进单位，同时中
心主任薛敏开被表彰为省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先进
个人。

多年来，高邮鸭良繁中心高度重视高邮鸭的保
种及科研选育，积极与扬州大学、江苏省家禽科学研
究所、江苏牧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获得保种及科
研项目近 20个，特别是高邮鸭双黄蛋高产新品系选
育等工作取得了新进展，为我市鸭业经济健康发展
做出了不懈努力和贡献。

高邮鸭良繁中心获省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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