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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综合合大大型型招招聘聘会会成成功功举举办办
6622个个企企业业进进场场揽揽才才，，现现场场达达成成就就业业意意向向559911个个

县县乡乡公公路路安安全全生生命命防防护护工工程程启启动动
本报文登12月5日讯(通讯员

牛燕华) 日前，交通部门启
动县乡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建设，防护工程将有效改善我
区县乡公路行车安全条件，预
防和减少各类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

文登县乡公路急弯陡坡、
临水临崖路段多，交通环境较
复杂，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相对

较多，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
防护工程建设十分必要。从年
初起，区交通运输局公路建设
管理处组织开展全区县乡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设施排查工作，
在常规调查基础上，重点对县
乡公路上急弯陡坡、视距不良、
路侧险要、过村庄等路段进行
实地调查统计，逐条路、逐个点
进行拉网式查漏补缺。

本次县乡公路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将按照相关规定的技术
标准与规范要求去开展实施。
预计将做好全区300多公里县乡
公路的隐患治理任务，安装的
防护设施具体包括交通标志、
标线、道口标柱；防护设施(波形
梁防撞护栏和混凝土护栏)、减
速设施(减速带、铸钢减速丘)；
警示设施(爆闪灯与黄闪灯)等。

抱抱龙龙河河边边早早市市的的好好心心人人，，谢谢谢谢你你们们！！
本报文登 1 2月 5日讯 (实

习记者 王芳 ) 12月1日，家
住西楼村威凤街的宋协庆老
人 委 托 女 儿 给 本 报 热 线
8 1 8 9 5 6 7打来电话，希望通过
本报感谢在抱龙河边早市对
他伸出援手的好心人们，更
希望能找到他们当面道谢。

当日早上6时许，86岁的
宋协庆老人和8 1岁的老伴结
伴到抱龙河边早市买菜，宋

协庆突然感觉不舒服昏倒在
地，同行的老伴吓得不知所
措，周围的好心人有的上前
帮忙，有的拨打急救电话，有
的忙着安慰受惊吓的老人，
直到他们把两位老人送上了
救护车。

救护车赶到后，文登区人
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尽职尽
责，在车上就为老人做好了急
救护理，到达医院南院区后，

医护人员更是与时间赛跑，老
人很快转危为安，看到宋协庆
老人的老伴年龄太大，护士还
拿来了轮椅推着老太太陪同
老人做各种检查，两位老人
在住院期间更是得到了医护
人员的悉心照料。

出院后，宋协庆老人委
托女儿致电本报热线，希望
能 找 到 早 市 上 的 那 些 好 心
人，对他们当面表示感谢。

本报文登12月5日讯
(记者 姜坤 王芳 通
讯员 孙建国) 11月29
日，在文登区人力资源
市场，文登区2017年综
合 大 型 招 聘 会 成 功 举
办，此次活动吸引了62
个企业进场揽才，956名
求职者进场求职，现场
达成就业意向591个。

据了解，此次招聘
会汇集了全区发展空间
大、工资价位高、福利待
遇好的天润曲轴、威力
工具、万图高分子等62
家企业参加，提供的就
业岗位达2428个，是今
年以来，提供岗位最多
的一次，这些岗位中除
了部分对文化水平、技
能水平要求较低的操作
工、维修工、缝纫工、电
工、普工等岗位外，还有
销售、仓储管理、项目主
管、行政管理、财务会计

等众多专业技能岗位。
在招聘会现场，不

少都是刚刚毕业找工作
和工作不久要跳槽的年
轻人。专业是建筑工程
技术的小孙希望找到专
业对口，适合自己的岗
位，他说，待遇不是他首
要考虑的，就希望能在
岗位上大施拳脚，把自
己所学运用到实际当中
去。刚毕业的小王是和
爸爸一起来的，她学的
是会计专业，但是她的
英语比较好，希望找到
一份能用得上英语的企
业做会计，施展自己的
才华。已经工作三年的
田 女 士 学 的 是 法 学 专
业，因为不满意现在的
福利待遇所以来看看自
己能不能找到待遇更高
的用人单位。

在现场还有一些是
年龄较大的求职者，他们

大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蔡先生在外地国企做了
多年的采购管理，到威海
市正大环保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应聘采购员职位，
双方很快达成意向。

明池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丛
锋告诉记者，此次招聘
会一共收到了10多份简
历。目前他们公司新上
了几条自动化生产线，
急需数控专业、机电一
体化专业的学生，欢迎
各类优秀人才加入到公
司来，公司也会给他们
提供专业的培训，提供
宽广的发展空间。

本次招聘会场还专
门设立有求职登记和劳
动与社会保障法规政策
咨询台，现场为企业和
求职者提供劳动合同、
技能鉴定等方面问题的
咨询服务。 图为招聘活动现场。王芳 摄

宣宣传传
12月3日，在国家宪法日

来临之际，文登公安分局小
观边防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
集市、商铺、村居等地开展

“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民
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观看
手机视频、现场事例讲解等
方式推广宣传。

通讯员 张瑞 摄影报道

严严防防危危化化品品运运输输车车违违规规上上路路
本报文登 1 2月 5日讯 (通

讯员 牛燕华 ) 连日来，区
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加大对道
路危险品运输车辆隐患排查
力度，高压管控道路危险品
运输车辆“带病”违规上路。

在路面执法过程中，区交
通运输监察大队采取突击与
常规检查相结合、白天与夜间
检查相结合的工作形式，适时
调整路面执法的力度和密度，
同时联合城建燃气办等相关

部门，对圣海路、环海路、龙
海路，石泽线、上泽线、威石
线、3 0 9国道、2 0 2省道、2 0 4省
道、埠口港等重点路段和地方
实行不间断流动巡查。

在检查过程中，重点检
查无证运输、危险品运输车
超速超限行驶，车辆安全技
术情况和从业人员从业资格
条件，卫星定位装置是否工
作正常，危险品警告标志是
否完善，罐体安装、阀门封闭

是否牢固严密，以及危险品
运输车超速超限行驶、疲劳
驾驶等交通运输违法行为。
同时，对查扣的危险品运输
车辆进行信息抄告 , 并将驾
驶员、车辆相关证件和运输
企业有关信息及时录入危险
品运输车辆数据库。

截至目前，区交通运输
监察大队相继检查危险品运
输车辆 3 9辆，查扣违章危险
品运输车辆4辆。

派出所里用假证
被拘五天罚五百

本报文登12月5日讯(通
讯员 李花) 近日，环山派
出所成功查处一起使用伪
造房屋所有权证件案，违法
嫌疑人因涉嫌使用伪造证
件被依法行政拘留。

11月28日13时许，环山
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
陈某使用伪造房屋所有权

证件办理居住证，于是将他
传唤到派出所审查。经审
查，陈某对使用伪造房屋所
有权证件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

当日，违法嫌疑人陈某
因使用伪造房屋所有权证
件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并处
罚款500元的处罚。

快讯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全

面深化改革的快速推进，政
策跟踪审计成为首要审计任
务，面对审计新常态，文登区
审计局“三箭齐发”，通过打
造专业队伍，提升政策审计
保障能力；创新工作方法，提
升政策审计执行能力；梳理
业务流程，提升政策审计管
理能力等方式，确保政策审
计扎实推进。 (宋军)

日前，威海市运管处
和各区市运管处联合成立
的考核小组，对文登区5所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企业开
展质量信誉企业考核终审
工作，目前考核工作全面
结束。信誉考核最终结果
将在威海市道路运输管理
处运政网和区交通运输局
官网官微进行公示。

(牛燕华)

整整治治
12月1日中午，文登交警大队五中队在辖区葛家镇生格庄

岗开展违法整治行动，重点对超员、超载、疲劳驾驶、涉牌涉证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纠，此次行动查纠各类违法行为5
起。

通讯员 李会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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