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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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地方性金融机构。现诚邀优秀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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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貌端正，身体

健康。

2、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或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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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硕士

研究生不超过 28周岁（1991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4、考生应在 2019年 7月底前毕业，并取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学

位证、就业报到证。

5、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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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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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nx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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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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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3日 17:00。

3、缴费确认：2019 年 4 月 5 日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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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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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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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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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根据考生网上提交的信息进行审核，应聘者应对申请资料

的真实性负责。如与事实不符，本行有权取消其考试及录用资格，由此

导致的后果由应聘者自行负责。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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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报考人员可自行选择考点参加笔试。

4、招聘期间，本行会通过招聘系统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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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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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统一部署，我省原
国税、地税征管系统将于 2019年 4月 1日
起并库上线。为确保系统顺利切换和正常
上线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对纳税人、缴费人
正常经营的影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系统上线期间业务办理安排
（一）暂停业务办理安排
2019年 3月 23日至 3月 31 日进行

系统切换上线。在此期间，各类办税服务场
所（包括办税服务厅、行政服务中心办税窗
口、车辆购置税办税窗口、房地产交易中心
办税窗口、发票代开点、委托代征单位等）、
自助办税终端、电子税务局将暂停办理所
有涉税业务，但下列业务仍可正常办理：

1.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
票、增值税普通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和增值税电子普
通发票）的抄（报）税、开具上传、发票查验、
勾选确认、窗口扫描认证；

2. 电子税务局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 3
月 23日至 3月 24日可正常开具；

3.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数据报
送办税服务厅业务；

4.出口退（免）税单证业务的《出口货
物退运已补税证明》；

5.咨询业务。
（二）恢复业务办理安排
2019年 3月 27日 00：00, 电子税务

局普通发票开具功能恢复正常。
2019年 4 月 1 日 8：00，全省各级税

务机关办税服务场所、电子税务局等办
税渠道恢复正常，可以办理全部涉税
（费）事宜。
（三）特别提醒
1. 为保证税款及时入库，2019年 3月

21日 12：00起暂停所有 POS机缴税（费）
服务，2019 年 3 月 22 日 24:00 起暂停
TIPS缴税（费）业务，请纳税人、缴费人妥

善安排缴税（费）时间；
2. 请需要领用发票的纳税人在 2019

年 3月 22日前尽早办理发票领用业务（电
子税务局领用发票申请需在 22日 12：00
前提交）；

3.为不影响参保职工社保待遇，请用人
单位在 2019 年 3 月 20 日 21:00前缴纳
当月社会保险费（苏州工业园区除外）；

4.3月份申报期截至到 3月 15日。
二、相关注意事项
（一）请广大纳税人、缴费人根据本公

告妥善安排业务办理时间，于 2019年 3月
22日（含当天）前尽早办理相关涉税（费）
事项。
（二）4月 1日起，受办税高峰及系统

磨合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出现办税场所拥
堵、等候时间较长等情况，请广大纳税人、
缴费人合理安排涉税（费）事宜办理时间，
尽量错峰办理。

（三）上线期间，税务机关所有通知均
通过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网站，以
及电子税务局、官方认证微信公众号和微
博账号、12366短信、办税场所公告栏等正
规途径和渠道发布。请广大纳税人、缴费人
切勿轻信各类未经税务机关证实的信息，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若有疑问，可向当
地主管税务机关及 12366纳税服务热线、
本地特服号、官方网站等渠道咨询。有关问
题、意见及建议也可以通过上述渠道向税
务机关反映。

感谢广大纳税人、缴费人长期以来对
税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尽最大努
力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和便利，对于金税三
期系统并库上线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2019年 3月 1日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关于征管信息化系统并库上线有关事项的公告

近日，经过前期筛选及读者票选和专家评定，备受广大市民关

注的 2018高邮市文广新十大新闻事件评选结果揭晓。据悉，此次文

化新闻评选候选目录在《高邮日报》刊登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支持，大家纷纷通过报纸、手机、网络等形式阅读、浏览相关新闻

目录，并通过填写选票，认真推选各自心中的 2018文广新十大新闻

事件。同时，还有部分热心读者专门寄来信函，对本次活动给予大

力肯定和支持。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市共有近 50名读者参与了此

次 2018高邮市文广新十大新闻事件评选。现，本报将最终评定的

2018年高邮市文广新十大新闻事件予以公布。另外，有关获奖人员

名单将于近期在《高邮日报》公布，敬请期待。

1、1月 25日，大型反腐历史扬剧《扳倒饮》公示为江苏艺术基

金 2018年度资助项目，高邮市扬剧团与江苏艺术基金管理中心签

定巡演协约，并获得 70万元资助。该剧剧本获得江苏省戏剧文学

剧本奖三等奖，成为该奖项设立 17年来扬州市首获的等级奖。6月

7日，《扳倒饮》首场演出在仪征市人民影剧院正式启动，至 11月

份，圆满完成南京，仪征，宝应等县市区十余场巡演工作。

2、3月 5日晚,由江苏省作协、省美协、中共高邮市委、高邮市人

民政府主办,中共高邮市委宣传部、高邮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高

邮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的“百花迎春”高邮文学艺术颁奖晚会在

市文体休闲公园大剧院举行。省作协党组书记韩松林, 省作协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汪政,省美协主席周京新,扬州市副市长余珽以及勾

凤诚、潘学元、张秋红、徐永宝等我市四套班子领导出席颁奖晚会。

3、6月 30日，首批高邮市基层文化人才委培———“扬州文化艺

术学校社会文化艺术专业高邮班”结业汇报演出在市文体中心文

化馆小剧场圆满落幕。高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扬州市

文广新局副局长、扬州文化艺术学校校长、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所长

李政成，高邮市文广新局局长魏道智，扬州文化艺术学校党支部书

记、常务副校长殷德平，高邮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周悦，扬州文化艺术

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周雪峰出席活动。

4、7月 30日，位于高邮市文化体育休闲公园内的文化馆、图书

馆新馆举行开馆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副市长王薇、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金晓云、市科协主席孙刚出席开馆仪式，开

馆仪式由市文广新局党组书记、局长魏道智主持。

5、2018年 10月至 2019年 1月，龙虬庄遗址完成核心区保护

展示提升工程。包括：整理了核心区以外保护红线以内土地和绿化，

提升整个园区的外部环境；开展了遗址公园博物馆建成前原核心区

展厅的展示提升工作，保障过渡阶段遗址文物展陈；启动了核心区

两处考古大棚的文化保护和展示项目的申报工作，争取国家文物局

资金支持，推动永久性考古展示大棚建设；编制了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三年行动方案，争取国家文物局和地方政府支持，推动遗址

公园博物馆建设和核心区东部建设。

6、11月 10日至 11日，由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扬州大学和高

邮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高邮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训诂

学研究会 2018年学术年会分别在扬州、高邮两地举行。10日，来

自北京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中华书局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出版机

构的 12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扬州，围绕“高邮王氏父子训诂学研

究”等学术主题进行研讨。11日，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一行来到高邮，

参观了王氏纪念馆并对下一步的展陈规划提出宝贵意见，中国训诂

学研究会、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向王氏纪念馆捐赠了一批最新“王

学”研究著作。此次年会创新开辟了“高邮王学”学术研究门类，并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推动训诂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市领

导潘学元、张秋红参加活动。

7、11月 10日—11日，第二届高邮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暨第二届

全国优秀民歌展演在邮拉开序幕。11日晚，由江苏省音乐家协会、省

非遗保护中心、高邮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高邮市委宣传部、高邮市

文广新局承办的民歌盛会，共有来自广西、内蒙古、西藏等 13个省

（市、自治区）的 8个民族的民歌队伍参与表演，与高邮民歌一起，唱

响带有浓郁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的民歌，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各

具特色、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民歌进校园、民歌

进景区、“高邮高见”———民歌的发展与传承分享会精彩活动。

8、10月 15日，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来中国集邮家博物馆考察

工作，并充分肯定中国集邮家博物馆建设。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高

邮市委书记勾凤诚陪同调研。

9、为彰显邮驿文化风貌，延续运河历史文脉，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高邮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邮驿路?运河情”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4月

28日在高邮开展。本次全国中国画作品展，是迄今高邮市举办的规格

最高、规模最大的艺术盛典，共征集到 4280件作品，其中 204件作品

成功入选参展。展出结束后，组织获奖作品在扬州、山东临沂、青州、台

儿庄、宜兴、苏州相城、南通崇川、盐城建湖、连云港、安徽砀山等 10个

城市进行巡展，12月 20日，“邮驿路·运河情”全国中国画获奖作品巡

展在安徽省砀山县完美收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秋红，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潘建奇，市文广新局党组书记、局长魏道智等文化建设领导

小组领导全程指导国展和巡展活动。目前第二届“邮驿路?运河情”全

国中国画作品展及巡展活动已进入筹备期，正按序时推进落实。

10、12月 29日，由江苏省音乐家协会、省非遗保护中心与高邮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共高邮市委宣传部和高邮市文广新局承

办，“运河唱响”高邮民歌邀请赛决赛在市文体中心文化馆举行。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秋红,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副市长王

薇,市政协副主席居晓波观看演出。22名民歌选手在近两个小时的

比赛中，先后演唱了《高邮之歌》《高邮西北乡》等多首耳熟能详的高

邮经典民歌。最终，孙书雅、杨旭娟获得民歌邀请赛一等奖。

2018高邮市文广新十大新闻事件评选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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