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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发展 保障居民就业

企业用工保障服务专项行动启动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办理销户业务后仍存在余额，

因销户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于2021年5月
15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
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银行账
户相关证明；居民客户：携带户名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及银行卡复印件)到当地供电营业厅办理退
费业务，过期视为自动放弃。感谢您对我公司工
作的理解和支持。详情请咨询属地营业厅。

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中心营业厅咨询电
话：0534-8283031/8283069

特此公告。
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办理销户业务后仍存在余

额，因销户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于5月
15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
章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银
行账户相关证明；居民客户：携带户名本人身
份证复印件及银行卡复印件)到当地供电营
业厅办理退费业务，过期视为自动放弃。感谢
您对我公司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详情请咨询
属地营业厅。

咨询电话：0534-7617138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庆云县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庆云县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已办理销

户，但仍存在电费余额，因销户
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于
2021年5月15日前携带相关证明
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版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
印件、银行账户相关证明；居民
客户：携带户名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银行卡复印件及银行账
户正常使用相关证明)到当地供
电营业厅办理退费业务，过期
视为自动放弃。感谢您的理解
和支持。详情请咨询属地营业
厅，咨询电话如下(区号：0534)

郑店供电所：7614452
铁营供电所：7614426
胡家供电所：7614412
黄夹供电所：7614422
郭家供电所：7614435
化楼供电所：7614457
朱集供电所：7614442
大孙供电所：7614416
孔镇供电所：7614462
杨安镇供电所：7614447
城区供电中心：7614406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乐陵市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乐陵市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已办理销

户，但仍存在电费余额，因销
户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
于2021年5月21日前携带相关
证明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
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
证复印件、银行账户相关证
明；居民客户：携带户名本人
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
及银行账户正常使用相关证
明)到当地供电营业厅办理退
费业务，过期视为自动放弃。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详情请
咨询属地营业厅，咨询电话如
下(区号：0534)：

城区供电中心：3885090
经 济 开 发 区 供 电 所 ：

3885180
北铺店供电所：3638622
北 铺 店 所 苏 留 庄 厅 ：

3633122
新盛店供电所：3541818
东李供电所：3511911
东李所雷集厅：3912122
香赵庄供电所：3503081
田庄供电所：3528622
宋楼供电所：3581822
白马湖供电所：3578832
双庙供电所：3557786
双庙所渡口驿厅：3552778
南城供电所：3591511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夏津县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夏津县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山东齐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根据2021年工作安排，经董
事会研究决定召开山东齐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
有关事项公告通知如下：

一、会议相关信息
1 .会议时间：2021年5月8日

(周六)上午10:00。
2 .会议地点：齐鲁大街215号

齐河农商银行总行501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本行董事

会。
4 .会期：半天
5 .会务联系人：苏曼利 李

丛丛；联系电话：0534-5325262
二、审议事项
具体审议事项可至总行各

营业网点查看。
三、其他事项
(一)会议出席、列席人员

1 .会议出席人员。截至2021
年3月31日在本行登记在册的全
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
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行股东。

2 .列席人员。本行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人民银
行、银保监局代表等。

(二)会议登记方式
1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单位

持单位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加
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
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委托出席的代理人必须持
有授权委托书。

2 .登记地点：总行501会议
室。

3 .登记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至2021年4月27日止(每天上午
8:30-12:00，下午14:00-18:00，
双休日不办理登记)。

(三)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

会股东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四、有关要求
1 .拟参会人员会前14天如

有因新冠肺炎疑似症状、疫情严
重地区人员接触史、疫情严重地
区驻留史或其他任何疑似情况
的，或发烧咳嗽等身体不适的，
应避免参会或授权他人参会。

2 .会场严格按照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要求，排查风险隐
患，确保安全。

特此公告
山东齐河农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本报德州4月12日讯 (记者
李梦晴 ) 12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从德州市人社局
获悉，市人社局印发企业用工
保障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将聚焦“541”产业体系，以“双
5 0强”企业、智能制造业为重
点，深入开展企业用工保障服
务专项行动，服务企业发展，保
障居民就业。

根据方案，人社部门将迅
速开展摸底调查活动，在4月
10日前建立缺工企业清单、人

力资源供给清单和用工服务专
员清单。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动
态管理模式，定期更新清单，建
立共建共享机制，一企一策解
决用工难题。

具体工作中，将实施六项
助企计划：大规模开展招聘活
动，面向社会求职者、应往届高
校毕业生、失业人员等重点就
业群体，利用100天时间，分地
区、分行业、分专业、分工种，
采取“线上+线下”多种方式，
举办60场以上招聘会，帮助至

少600家重点缺工企业解决急
需用工；大规模对接服务企业，
计划组织20家以上知名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对接5 0家企业，
通过提供用工招聘、劳务派遣、
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服务，多
渠道帮助企业解决缺工问题；
大规模组织在校生实习，按照
地域就近、专业相近原则，根据
教学计划，组织进入实习阶段
的技工院校学生，通过到企业
开展顶岗实习、实践教学，阶段
性帮助重点企业解决用工缺

口；大规模引进优质劳动力资
源，鼓励有能力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积极对接劳务输出重
点地区、职业院校、技工学校
等，支持设立招工服务站，通过
签订合作协议、开展驻点招工，
更大规模引进优质劳动力资
源；大规模开展紧缺技能人才
培养，力争全年完成6 . 12万人
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
技能就业水平，开展紧缺技能
人才培养，做大“金蓝领”培训
项目，全年力争完成培训1500

人；大力支持企业开展共享用
工，开展用工余缺调剂合作，并
借助小程序、云平台等，按需组
织专场招聘，搭建共享用工服
务平台。

为推动专项行动取得扎实
成效，方案还建立健全人力资
源市场、技能人才培养、用工环
境提升三项保障机制，提出加
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注
重综合施策、加强宣传引导四
项工作要求，助力市场主体青
山常在、生机盎然。

2月份“好医生·好护士”评选结果公布

本报德州4月12日讯
(记者 徐良 通讯员
杨光朋) 4月12日，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德
州市卫健委获悉，经过网
络 投 票 及 专 家 评 审 ，
2021年2月份“德州好医
生、德州好护士”评选结
果揭晓，曹书华、杨长岳、
刘玉博、岳杉、杨红燕等
5人入选。

曹书华 德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放疗一科副
主任医师

杨长岳 禹城市中
医院外一科副主任

刘玉博 宁津县人
民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
师

岳 杉 德州市人
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
师

杨红燕 德州市中
医院主治医师

跟着学

4月12日上午，德州市实验

小学开展“交通安全、文明出行”

主题教育活动。学校特邀请德州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

公益岗工作人员给学生讲解道

路安全知识，教授如何辨认交通

手势指挥信号，提高小学生交通

安全法制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预防和减少涉及小学生的道路

交通事故的发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金刚 通讯员 高向阳 摄

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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