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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卫计计局局招招聘聘119966名名非非在在编编工工作作人人员员
报名时间9月2日截止

章丘部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

五五乡乡镇镇撤撤销销成成立立街街道道办办事事处处
本报 8 月 2 7 日讯（记者 支倩

倩） 近日，记者从章丘市民政局
获悉，省政府发文同意官庄镇、普
集镇、相公庄镇等 5 个镇“撤镇设
办”。其中，同意撤销官庄镇设立官
庄街道办事处、撤销普集镇设立普
集街道办事处、撤销相公庄镇设立

相公庄街道办事处、撤销绣惠镇设
立绣惠街道办事处、撤销文祖镇设
立文祖街道办事处。改建成为街道
办后，5个镇的原辖区不变、名称不
变。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
综合竞争力，加快市域产城融合、城

乡融合和我市与济南市区的全面融
合，更好地服务省会城市群经济圈
发展和“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
城”目标，同时为全省园区经济发展
和新型城镇化探索经验，章丘在进
行撤市设区工作的同时，今年启动
撤镇设办工作并获省政府批复同

意。
“实施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增强

城市竞争力，实现城乡经济的均衡发
展。”据章丘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开展撤镇设办工作，对促进章丘、济
南市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报 8 月 2 7 日讯（记者
王帅） 2 5 日，章丘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简称章丘市卫计
局）公布《 2 0 1 5 年章丘市卫生
和计划生育局所属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 196名非在编
工作人员。

招聘简章要求，应聘人员年
龄应在40周岁以下，在读全日制

普通高校学生不能用已取得的
学历学位作为条件应聘，应聘人
员不能报考与本人有应回避亲
属关系的单位或岗位。同时，报
考学历要求为研究生学历招聘
岗位的只进行面试；报考学历要
求为本科及以上和专科及以上
学历招聘岗位的进行笔试和面
试。

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报名人

员登陆章丘人事考试网，填写、
提交相关个人信息资料,每人限
报一个单位和岗位。

据悉，报考学历要求为本科
及以上和大专及以上学历招聘
岗位的，应聘人数达不到招聘计
划人数2倍的岗位，计划聘用1人
的，取消招聘计划；计划聘用2人
及以上的，按1:2的比例相应核
减招聘计划。对应聘取消招聘计

划岗位的人员，经本人同意，可
在规定时间内给予一次改报其
他符合条件岗位的机会。报考学
历要求为研究生学历招聘岗位
最低可按1:1的比例确定招聘计
划；招聘岗位报考人数出现空缺
的，取消该招聘岗位计划。

报名时间截止于9月2日18
点，通过资格初审的人员，在规
定的缴费时间内进行网上缴费。

笔试时间定为2015年9月12日。
据了解，面试采用结构化面

试方法，主要测评应聘人员的综
合分析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反
应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举
止仪表等方面的素质和能力。面
试考官不少于7人。面试成绩设
最低合格分数线，达到60分及以
上的人员方可列为考察体检人
选。

气气电电混混合合新新能能源源公公交交亮亮相相章章丘丘
预计首批5辆9月中上旬充实到10路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牛文慧） 节
能、环保、安全、智能、舒适……
8月27日上午，记者在章丘公交
公司看到整装待发的5辆气电
混合动力新能源公交车。这些
车将用于充实10路公交，缓解
10路公交车承载压力。这5辆气
电混合动力公交车长达12米、
宽2 . 54米、高3 . 26米，预计9月
中上旬投放使用。

据章丘公交公司副经理王
永江介绍，该气电混合新能源
公交车技术先进，智能化程度
非常高，行车电脑智能模块自
动控制动力驱动形式，与车载
GPS联网的电子导乘系统和车
辆语音同步自动报站。车辆硫

化物排放几乎为零，能有效改
善市区大气环境。气电混合新
能源公交车的使用不但填补了
章丘混合动力汽车的空白，还
开创了公交能源多元化历史。

“根据工作计划，今年我市
将新购置20辆气电混合动力公
交车用于充实公交线路，缓解
公交车承载压力。目前，5辆新
公交车已经到位，预计9月中上
旬将投放10路公交线。另外15
辆将于10月亮相，初步计划投
放到2路公交线。”王永江说。

在章丘市公交公司停车场
内记者看到,5辆气电混合动力
新能源公交车整齐排列,车身外
观 为 绿 色 ，车 型 为 中 通 牌
LCK6126PHENV混合动力城

市客车，排量为7 . 14L，车内更
加宽敞、明亮、舒适，车身高度
相比之前有所降低，乘客上下
车将更加安全。据介绍，原来的
章丘公交最长9米，而新换的混
合动力公交车长12米，座位数
也从原来的23座增加至32座，
额定载客数92人，比现有车型
增加了50%。

“该批新能源公交车为气
电混合动力公交车，运行时气、
电相互作用，低速运行时将会
采用电力驱动，更加环保、节
能、舒适，不仅会进一步改善广
大乘客的出行条件，更能体现
城市公交节能减排、改善城市
空气质量的突出效果。”王永江
说。

全全国国象象棋棋联联赛赛99月月66日日章章丘丘开开战战
山东队主场对阵黑龙江队,赵国荣陶汉明等象棋特级大师出战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石
剑芳） 由本报引进、章丘市教
体局承办、章丘市厚苑生态园
冠名,2015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
赛第十八轮，山东队主场对阵
黑龙江队的比赛将于9月6日在
章丘市厚苑生态园拉开帷幕。

据悉,山东中国重汽象棋队
自2010年开始参加全国象甲联
赛 ,此后一直稳居甲级行列 ,
2012年进入全国前6名,创造了
山东象棋团体赛历史最佳战
绩，目前主力队员有谢岿、赵金
成、李翰林、刘奕达4名象棋大
师。而来自山东济南的李成蹊
今年17岁,获得了2014年全国

象棋等级赛第六名，是目前全
国年龄最小的象棋大师。

黑龙江队拥有赵国荣、陶汉
明、郝继超3名象棋特级大师。赵
国荣曾四次获得全国象棋锦标
赛(个人)冠军、两次世界团体冠
军、五次亚洲团体冠军、首届世界
智力运动会象棋团体冠军,有“新
东北虎”之称。陶汉明于1994年以
业余棋手的身份荣登全国象棋
锦标赛男子个人冠军宝座,是第
一个获得全国冠军的业余棋手,
极大地激励了广大业余棋手对
象棋运动的热情。

本次比赛是章丘第一次承
办全国级别的象棋赛,赵国荣、

陶汉明等象棋特级大师的莅临
出场,将为章丘广大象棋爱好者
提供一场精彩纷呈的棋坛饕餮
盛宴,与心目中的高手近距离接
触,以实现多年夙愿。据悉,为满
足广大棋迷的要求,主办方将在
现场挂大棋盘同步进行讲解，
邀请象棋大师主持。

同时，为给广大章丘棋迷
提供与心目中的大师进行切磋
交流的机会，在象甲联赛开赛
前，9月4日将在章丘厚苑生态
园举办“银座佳悦杯”首届章丘
棋王争霸赛，参赛棋手将获得
与大师互动交流、合影留念的
机会。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石剑芳） 9月6日，2015全国
象棋男子甲级联赛第十八轮山
东队主场对阵黑龙江队的比赛
将在章丘举行。为迎接象甲联
赛山东队主场比赛落户章丘，
本报特与章丘市象棋协会联合
举办“银座家悦杯”章丘棋王争
霸赛。

“银座家悦杯”章丘棋王争
霸赛是章丘市教体局和章丘象
棋协会主办，章丘银座佳悦大
酒店冠名。争霸赛着重展现
章丘棋手的风采，选拔章丘
市的优秀棋手与象棋大师进
行车轮大战，并为本次比赛
冠 军 颁 发 章 丘 棋 王 荣 誉 证
书。总体奖励前 12名，第 1名
奖励 6 0 0 元现金，第 2 名 3 0 0
元，第3名200元，第4至6名各
奖励100元，第7至12名领取奖
品。

同时，章丘棋手依据就高
不就低的原则取前8名单列奖
励名次。冠军被授予“章丘棋
王”称号 ,颁发证书 ,并将作为
章丘棋王与山东棋王进行蒙目
棋表演赛，前八强选手与象棋
大师进行1对8车轮大战。诚邀
广大章丘象棋高手踊跃报名参
赛。参赛者同时获得与赵国荣、
陶汉明等特级大师合影留念的
机会，还可以免费在9月6日的
象甲联赛赛场观看特级大师的
精湛棋艺。届时将在现场挂大
棋盘同步讲解。

据悉，比赛地点设在章丘
市厚苑生态园，9月4日上午进
行章丘棋王争霸赛，下午进行
蒙目棋和车轮大战表演。参赛
选手请于2015年9月4日8时30
分前报名,逾期不予受理。报名
电 话 ：1 5 0 9 8 7 5 5 3 5 8
15588817188

章章丘丘首首届届““银银座座佳佳悦悦杯杯””
棋棋王王争争霸霸赛赛99月月44日日开开赛赛
山东棋王VS章丘棋王蒙目棋表演

及1对8车轮大战同时上演

▲五辆气电
混合新能源公交
车亮相。

车内座位
达到32座。

赵国荣 陶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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