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枣庄8月22日讯 (见习
记者 郑雅莉 通讯员 王海
东 隋天威) 22日，记者从市中
区人社局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了
解到，2013年市中区事业单位共
公开招聘169名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网上报名从9月2日开始。

据市中区人社局人力资源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此次

招聘条件较严格，要求应聘人员
应具有国家承认的本科及以上
学历，户籍限制为枣庄市市中区
生源(即考生父母双方至少一方
为市中区常住户籍且考生考入
大学时为市中区常住户籍)且具
有枣庄市市中区常住户籍(2013

年9月1日前具有 )，在市中区服
务基层项目人员可以不受生源

地和户籍限制，而卫生系统 (卫
生类)不受限制；除此之外，报考
防暴大队的人员需进行目测，身
体健康，体形端正，外观无明显
疾病特征，无影响面容且难以治
愈的皮肤病，无色觉异常，无纹
身，无肢体功能障碍，裸眼视力
均在4 . 8以上，矫正视力均在5 . 0

以上。

据了解，本次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报名时间为 9月2日9 : 0 0

至9月4日17：00，查询、缴费时间
为9月3日9 :00至9月5日17 :00。招
聘报考采取网上报名、缴费、打
印准考证的方式进行，应聘人
员如实填写、提交相关个人信
息资料。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应
聘人员在资格初审前多次登录

填交报名信息的，后一次填报
自动替换前一次填报信息。报
名资格一经初审通过，不能更
改。应聘人员不能用新、旧两个
身份证号同时报名，报名与考
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
涉及此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
最新信息，在鲁南世纪人才网
上公布。

市中事业编招考9月2日报名

报报考考卫卫生生类类不不受受户户籍籍限限制制

2222年年前前，，闹闹矛矛盾盾枪枪杀杀酒酒友友
被被抓抓后后，，他他说说能能睡睡好好觉觉了了

本报枣庄8月22日讯(通讯
员 王伟 王继霞 孙建文
记者 李泳君 )22年前，台儿
庄付庄村17岁的咸某某为争一
口气，一怒之下用土枪打死了
同村19岁的村民孙某某。之后，
咸某某便开始了长达22年的逃
亡路。

今年夏天，台儿庄公安局
在侦办一起刑事案件时，发现
嫌疑人手机中保存了一个可疑

的手机号码，经过认真审问，得
知这个号码是其弟弟咸某某
的，而咸某某正是网上通缉多
年的杀人在逃犯。原来在22年
前，咸某某的堂哥咸某超与孙
某某一起喝酒，向孙某某敬了
两杯酒，孙某某却没有回敬，咸
某超认为很没面子，就叫来了
咸某某及家族里的人一起质问
孙某某。而孙某某也不甘示弱，
叫来了本家族的人，两个家族

发生了冲突。咸某某一怒之下
用一杆土枪打死了孙某某，之
后便开始了逃亡路。在这二十
余年间，他流亡多个省市，什么
苦都吃过，之后在安徽蚌埠市
固镇县城关镇瓦坊村化名王飞
安下身，并娶妻生子。

在逃亡期间，他听到警车
声音就害怕，夜里也经常睡不
着觉。在他杀死孙某某后，两个
家族也败落下去。两家的父母

因为这突降的灾难，生病的生
病，去世的去世，而咸某某的家
人也感觉抬不起头，也相继搬
出了村子。

在这22年的逃亡路上，咸
某某没过过一天安心日子，当
被抓获后，他长出了一口气说：

“这下我可以睡个好觉了！”对
于年轻时做下的错事，他一直
生活在悔恨之中。近日，台儿庄
检察院批准逮捕了咸某某。

天天闻鸡鸣

邻居报了警

本报枣庄8月22日讯(记者 袁
鹏) 家住市中区的李女士长期上
夜班，然而最近她家楼下有人养了
一只大公鸡吵得她白天无法睡觉。
21日，已经三天没好好睡觉的她选
择了报警。

李女士住在市中区香港街，由
于工作原因她一般晚上出门上班
白天睡觉。前几日，楼下一家商铺
不知从哪弄来一只大公鸡。公鸡就
被店主像栓狗一样拴在了门前的
树上，可能是对环境比较陌生，这
只公鸡打鸣打得非常随机，一个小
时叫好几次。

这可害苦了李女士，她上了一
晚上班回到家本来想好好睡个觉，
结果老是被公鸡叫醒。到21日已经
三天没有好好睡个觉了，她于是选
择了报警。

21日中午，民警赶到现场了解
了情况。原来是那家店主的亲戚前
段时间给他送了两只公鸡，一只已
经被吃了，另一只想等着过段时间
再吃，没想到扰民了。

“用电诉求零障碍、业扩报装
零缝隙、电量电费零差错、电费交
纳零距离、故障抢修零超时、应急
服务零延迟”，这是国网枣庄供电
公司为民服务“风雨彩虹”行动叫
响的目标，也是他们贯彻落实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出的
一揽子举措。该公司总经理李建
鹏表示，行动重点对准快速增长
的群众用电需求及存在难题，提
前沟通、超前答复，确保政府放
心、群众满意。“当前是全力以赴
抗击高温多雨，将异常天气对群
众用电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用电诉求“零障碍”。他们设立
百名电力顾问，为大客户提供“一
对一”增值服务，做到季度登门走
访，每月分析包保客户用电情况，
针对性提出改进和增效建议。配备

千名客户经理，做到每个居民小
区、村庄和中小企业至少一名，设立
服务公示牌，发放便民联系卡，全过
程协助办理客户用电业务，提供安
全用电、科学用电技术支持及延
伸服务。建立客户需求动态管理
机制，广泛收集客户意见和建议，每
月研判分析客户需求，并着力解决。

用电报装“零缝隙”。建立重
点项目“彩虹快车道”，对全市105

个重点项目和8个保障房建设项
目超前介入，全过程跟踪督办，同
时针对新上企业实行跟踪服务，
帮助制定合理用电方案，确保项
目早用电、早发展。提高大客户业
扩服务效率，坚持业扩服务时限
预警督办机制，确保契约兑现率
达到99%以上。加强新建住宅小区
供配电工程配套费过程管控，从申

请临时用电环节开始，加强监督
检查和现场稽查，严控工程进度，
确保服务到位、政策执行到位。

电量电费“零差错”。提高远程
抄表数据可用率，严格抄表时限管
控，提高抄表准时率，加大基础档
案清理，确保抄表数据可用率年
底达到99 . 5%。开展营业质量大普
查，开展全过程营业业务检查整
改，重点核查谷段超容量、分时段
比例异常、执行分时电价但未实
际抄录分时表码客户，重点核查超
档客户、农业排灌、定比定量客户，
重点核查超容量、变压器暂停客
户，确保电价执行百分之百正确。

电费交纳“零距离”。加强新型
交费方式宣传推广，加大对支付
宝、手机代交等13种交费方式的
宣传力度，在各营业厅及交费网

点进行宣传，为客户提供交费网
点最优路径咨询查询服务。完善
城乡“十分钟交费圈”，开通1800个
移动交费网点电费交纳业务，对
2000户以上的5个新建小区建设24

小时自助交费厅，同时通过电话、
短信等多种方式为客户提供电费
温馨提示，建立欠费复电快速响应
机制，确保当日交费当日送电。

故障抢修“零超时”。实行故障
停电日通报、月排名，坚持故障报
修月度分析，找出故障停电主要原
因和电网薄弱环节，针对性制定整
改措施，实现万户报修次数同比降
低30%。实行报修客户“两联系”，即
出发前与到达后分别与报修客户
进行联系，确保位置准确，反馈及
时，实现故障抢修到达现场及时
率、恢复送电及时率两个100%。遇

有风雨雷电等特殊天气造成较大
面积停电情况下，快速启动应急抢
修预案，同时做好客户沟通安抚工
作，最大程度争得理解和支持。

应急服务“零延迟”。对客户的
紧急服务需求在10分钟内回复、
45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对
因灾害性天气引发的重要客户、
大型居民小区和农村大面积停
电，迅速调集应急发电设备赶赴
现场支援，第一时间恢复客户用
电。应急服务中，他们还将全市7

支“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统一管
理调配，提升整体应急处置能力。
同时，他们持续提升供电服务质
量，计划9月底前完成42个标准用
电村农网改造升级工程，12月底前
再完成94个农电大修“村村强网”
改造任务。 (鞠同心)

连心群众需求 解决用电难题

枣枣庄庄供供电电公公司司““六六零零””服服务务为为民民便便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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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联”开场

由枣庄模拟联
合国协会主办的第
四届模拟联合国大
会，于22日上午九
点在枣庄三中西校
正式开场。来自枣
庄三中及滕州一中
的学生，分别模拟
来自中、韩、日、美、
意、德等16个国家
代表，并就“货币战
争 与 金 融 安 全 ”、

“太空新格局”两个
议 题 进 行 主 题 发
言。

本报见习记者
韩微 摄影报道

滕州住房办
建立执法监察队

本报枣庄8月22日讯(记者 张
冬梅 通讯员 张芳) 为了让执
法更为规范，近期，滕州市住房办
建立了住房保障执法监察中队，对
保障性住房开始进行日常巡查。

22日，记者了解到，住房保障执
法监察中队的执法范围主要包括：
负责有关住房保障政策的宣传；负
责对申请住房保障的居民家庭资格
进行审核，对纳入住房保障范围的
居民家庭进行动态核查；负责对保
障性住房的居住和使用情况进行日
常巡查；负责对违反有关住房保障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依法进行
行政检查及处罚；负责对不符合保
障条件的对象进行腾退，对拒不退
出的进行强制退出；负责受理住房
保障方面的举报及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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