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3月12日讯(记
者 杨淑君) 12日，中共聊
城市委组织部和聊城市人
社会局联合发布《2018年聊
城 市 考 试 录 用 公 务 员 公
告》，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公
务员考录计划共219名。

其中，聊城市各级机关
及直属单位公务员计划招
录137人，聊城市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
员计划招录26人，聊城市法
院系统、检察院系统计划招
录43人，聊城市审计系统、
地税系统计划招录13人。

此次招录公务员考试
采取全省统一网络报名、统
一笔试时间、统一考试内
容、统一评分标准的方式，
统一网络报名时间：3月22
日9：00至25日16：00(共计
四天报名时间)；网上资格

初审及查询时间：3月23日
9：00至26日16：00；网上缴
费时间：3月23日9：00至27
日16：00；笔试准考证打印
的时间：4月17日9：00至4月
21日14：30。

笔试科目分为公共科
目和专业科目两类，公安机
关执法勤务职位加试公安
专业科目考试，公共科目笔
试时间：4月21日；公安专业
科目笔试时间：4月22日上
午。

报考条件为：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籍；18周岁以
上、35周岁以下(1982年3月
至2000年3月期间出生)，
2018年应届硕士研究生和
博士研究生(非在职)人员年
龄放宽到40周岁以下(1977
年3月以后出生)；拥护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良好

的品行；具有正常履行职责
的身体条件；具有符合职位
要求的工作能力；具有大学
本科以上文化程度，或具有
山东常住户口的大学专科
毕业生(含山东生源全日制
普通高等院校2018年应届
专科毕业生)；具备招录职
位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

报考“面向服务基层项
目人员”职位的，报考人员
必须是由我省实施招募和
选派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
村任职”、“三支一扶”计划
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
(以下简称服务基层项目人
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服
务满 2年且完成聘用合同
(协议书)规定的服务期限、

考核合格后(是指2016年及
以前招募和选派的服务基
层项目人员，不含2013年及
以后省委组织部选调的到
村任职优秀高校毕业生)，
可报考“面向服务基层项目
人员”职位，经网上报名、现
场审核、资格初审、缴费确认
后，参加全市统一招录。已享
受优惠政策被录用为公务员
或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的，不得再次报考“面向服务
基层项目人员”职位。

聊聊城城市市考考试试录录用用公公务务员员公公告告发发布布
计划招录219人，3月22日起开始网络报名

详细职位扫码查看。

3月12日，中共聊城市委
组织部和聊城市人社局联
合发布《2018年聊城市面向
本土优秀人才招录基层公
务员简章》，在全市开展本
土优秀人才招录基层公务
员工作，与全市面向社会招
录公务员同步开展。

招录报名条件为：报名
人员除符合2018年聊城面
向社会招录公务员的基本
条件 (详见《2018年聊城市
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以
外，还应当具备以下资格
条件：优秀村、城市社区党
组织书记应当现任职且任
职 3年以上，政治过硬，品
行端正，遵纪守法，廉洁奉

公，作风扎实，实绩突出，
模范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
路线方针政策，经本乡镇、
街道党(工)委组织推荐，可
分别报考所在县 (市、区 )

“面向优秀村党组织书记、
优 秀 城 市 社 区 党 组 织 书
记”招录职位。任职时间可
足年足月累计计算，累计
时间截止到2018年3月。

长期在乡镇(街道)工作
人员应当现从事且连续从
事5年以上本县(市、区)乡镇
(街道)工作，最低服务期满，
经本乡镇、街道党(工)委组
织推荐，可报考所在县(市、
区)“面向长期在乡镇(街道)
工作人员”招录职位。乡镇

(街道)工作经历包括，从事
产业发展、城镇规划建设、
城镇管理、安全生产、市场
监管、社会治安、民生保障、
人民武装和农技推广等方
面的乡镇(街道)服务管理实
践经历。工作起止时间为
2013年4月至2018年3月，本县
(市、区)不同乡镇(街道)、不
同工作性质岗位的工作经
历可连续计算。

优秀村、城市社区党组
织书记和长期在乡镇、街道
工作人员，年龄从35周岁以
下放宽到40周岁以下(1977
年3月以后出生)，学历从大
专以上放宽到高中、中专(含
技工学校全日制毕业生)以

上。
户籍在本市的全日制

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后参军
入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包括
公安现役部队)退役人员，以
及户籍在本市的被全日制
普通高等院校录取或全日
制普通高等院校就读期间
到部队服役，且服役后继续
学习并取得毕业证书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包括公安现役
部队)退役人员，经县级以上
民政部门推荐，可以报考本
市的“面向退役大学生士
兵”招录职位。

本报记者 杨淑君

相关链接>>

聊聊城城同同步步招招录录5555名名基基层层公公务务员员

本报聊城3月12日讯(记
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李振
江) 学校食堂餐饮合不合
格？好不好吃？贵不贵？执法
人员突击检查，拍照后向社
会公示。连日来，冠县所有中
学食堂全部向社会曝光。

3月9日冠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以突击行动的方式
采集全县中学食堂菜谱，通
过自媒体等媒介给学生家
长、全国公众亮菜谱、明内
幕，促使各校食堂饭菜在公
众视野里大亮相、大比拼，图
文并茂，全盘展示，横向比
较，竖向加压，群众监督。

9日中午11点整，接近
吃饭时间，冠县食药监局各
基层监管所执法人员统一
行动，以突击的方式，分别
到达全县各中学食堂给当
时已经准备好、且即将开始
为学生供餐的饭菜进行检
查、照相取证、搜集信息，内
容包括的“一周食谱”、“今
日菜肴”、“今日午餐内容和
照片”、“菜肴价格”等内容。
没给学校食堂临时变动的
时间和机会，全部菜品信息
只能如实提供。各基层所将
查证内容第一时间用微信
传送到局机关，通过汇总，
分门别类，当天下午就在全
国食药系统排名第一的“冠

县食品药品监管与安全”和
“冠县食事药闻”公众号上
将全县25处中学食堂菜谱
如数公布、展出。

新时代学生对美好校
园生活的需要，很重要的一
个方面就是在“吃饱”的基
础上“吃好”。随着近年来学
校食堂硬件设施改进，学生
们的“吃饱”已不成问题，但

“吃好”却仍有待提升。本次
学校食堂“晒菜单”活动，等
于把全县25处学校食堂当

天中午的饭菜信息毫无遮
拦地展现在了互联网范围
内的公众面前。有直观图像，
有文字说明，有照片信息，有
现场背景，供媒体报道，供执
法部门检查，供公众品评，供
学生家长审阅，范围之广，力
度之大，难以想象，其轰动效
应可想而知，起到了社会监
督、治标治本、综合监管的治
理效果。图文并茂的感官视
觉，实实在在的信息，此举给
优秀学校食堂予以展示，给

存在问题的学校食堂予以揭
露，餐厅后厨感到压力，从业
人员感到动力，学生家长感
到欣慰，人民群众感到满意。

通 过 开 展 学 校 食 堂
“晒”菜单活动，让学校食堂
接受家长监督，从而促进学
校狠抓食品安全和质量，下
一步，该局还将向全县小
学、托幼机构以及小饭桌推
广实施“晒”菜单活动，并同
步“晒”出餐饮具洁净度检
测结果、快检结果等。

中中学学食食堂堂向向社社会会““亮亮菜菜谱谱””
监管部门不打招呼突击检查，各校食堂饭菜集体亮相

执法人员检查学校食堂。

本报聊城3月12日讯(记者 谢
晓丽) 3月12日13时41分，聊城市气
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
12日到13日白天，全市将出现平均
风力5～6级阵风7级以上的偏南大
风，大风刮来了持续升温，12日白
天，全市多站次最高温超过23℃。

12日，聊城刮起南风，风力较
大，平均风力5至6级，阵风7级，南风
刮来了持续升温，根据全市气象监
测点14时数据显示，多站点最高温
突破23℃。预计13日南风持续，气温
继续攀升，最高气温可达26℃。

市气象台专家提醒，虽然本周
前期温度回升迅速，但本周后期仍
有冷空气影响，15日全市阴局部有
阵雨，温度下降，地面风力较大，请
注意防范。

13日：晴间多云，南风4～5级阵
风6级，12～26℃；14日：晴间多云，
南风3～4级，13～25℃；15日：阴局
部有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4～5
级阵风7级，4～17℃。

南风刮来持续升温

全市最高温突破23℃

本报聊城3月12日讯(记者 李
军 通讯员 高庆忠 沈潜) 近
日，冠县桑阿镇副镇长郑书波和工
作人员正通过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分析大气质量状况，“我们镇的空
气质量监测点设在明德小学楼顶，
能对空气中的常规污染因子和气
象参数进行24小时在线监测，我们
能随时掌握辖区空气质量，遇到重
污染情况，立即处理，省时省力。”
郑书波介绍。

自去年10月起，全市145个乡镇
(街道、园区)全部设立空气监测点，
监测数据实时上传市环保局监控
平台，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首次拓
展到乡镇，实现了环境监管能力的
突破。

2017年上半年，聊城市委、市
政府出台《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考
核办法》，要求要加大区域环境质
量的考核力度，以考核促进压力的
传导和责任的落实。据此，市环保
局启动了全市乡镇环境空气监测
系统的建设工作，该项目总投资
3800余万元，在全市145个乡镇(街
道、园区)各建设1个环境空气自动
监测站。自2017年7月通过公开招
标确定建设单位以来，经过两个月
的紧张施工，于去年10月份完成建
设任务。

监测点的设立为乡镇(街道、园
区)治污提供了技术支撑。郑书波介
绍，“通过网络或手机APP终端，可
以实时查看污染物浓度和区域排
名情况，第一时间了解辖区空气质
量情况，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汇
总，了解污染物的变化趋势和规
律，对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进行准确溯源，为从源头上治污提
供了科学依据，为改善辖区内空气
质量起到了及时调度、监督的作
用。”

聊城145个乡镇

空气质量实时监测

挂失声明
刘梓萱，出生医学证明不慎

丢失，编号：M370307122。性别：
女，出生日期：2012年5月18日，接
生机构：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父
亲 ：刘 小 斌 ，身 份 证 ：
371502198704047052；母亲：孙晓
寒，身份证：371525198611230020，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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