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千清

12日，齐鲁晚报记者从菏
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
解到，2018年菏泽市考试录用
公务员公告发布，根据显示，
2018年菏泽市各级机关及直属
单位公务员招录人数307人，
2018年菏泽市参照公务员管理
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招录职位
35人，2018年菏泽市面向本土
优秀人才招录基层公务员56
人，合计398人。

此外，2018年菏泽市公安
机关人民警察招录41人，2018
年菏泽市审计系统和地税系统
考试录用15人。2018年菏泽市
法院检察院系统考试录用公务
员招录88人。

3月22日起开始报名

根据2018年菏泽市考试录
用公务员公告，2018年将招录
菏泽市各级机关及直属单位公
务员、菏泽市参照公务员管理
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法院检
察院系统、公安机关人民警察、
审计系统和地税系统公务员。

报名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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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考公安机关、森林公安
机关职位的，年龄应当在18周
岁以上、30周岁以下(1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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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报考的，
以及报考公安机关法医职位的
年龄放宽到35周岁以下(1982
年3月以后出生)；报考公安特
警的人员年龄不超过25周岁
(1992年3月以后出生)。

此次招录通过菏泽人事考
试 网 ( 网 址 ：h t t p ：/ /
www.hzrsks.gov.cn/)实行网络
报名。报名时间：2018年3月22
日9：00—3月25日16：00。

报名基层公务员，
还需这些条件

2018年菏泽市面向本土优
秀人才招录基层公务员简章也
同步发布。 报名人员除符合
2018年菏泽市面向社会招录公
务员的基本条件以外，还应当
具备其他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优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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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乡镇机关“面向优秀村党组
织书记”招录职位、街道机关

“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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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计算等等。

面向本土优秀人才招录基
层公务员的招录程序，与全市
面向社会招录公务员同步开
展。报名采取组织推荐、网上报
名、现场审核的方式进行。

2018年菏泽市考试录用公务员简章发布

想想考考公公务务员员的的朋朋友友们们看看过过来来

近日，市妇联特邀菏泽学院心理学教授柴清华举办心理沟通专题讲座。活动中，柴清华以《塑造阳
光心态 提高幸福指数》为题，结合典型实例，用发放调查问卷、游戏互动的形式，强调了女性心理健
康的重要意义，并鼓励大家积极发现快乐、制造快乐，保持好心态，带给别人正能量。

本报记者 邢孟 摄影报道

关关关关爱爱爱爱女女女女性性性性心心心心理理理理健健健健康康康康关爱女性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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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野县亿轩运输有限公司鲁R4N16
挂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4361)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巨野金奥物流有限公司鲁R7T80挂
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5324)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 山 东 巨野遨宇运输有限公司鲁
RH983挂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4891)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 巨 野 县兴阳集装箱运输公司鲁
R8D96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0721)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 巨 野 县兴阳集装箱运输公司鲁
R3D86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0724)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 巨 野 县兴阳集装箱运输公司鲁
R9D68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0725)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 巨 野 县兴阳集装箱运输公司鲁
R4C61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3364)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 野 县兴阳集装箱运输公司鲁
R2D78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1290)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效义运输有限公司鲁R6V80挂
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6150)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巨野效义运输有限公司鲁R8V88挂
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6944)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巨野鹏博运输有限公司鲁R9F61挂
营运证(营运证号：371724356691)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刘文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
证不慎丢失，证号：372901199306265610，档
案编号：372900590755，特此声明。

★郓城县万顺食品有限公司于2018年3
月8日之前刻制的所有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 城 富达木业有限公司编号为
371725200003642的所有公章未备案，声明
作废。

★山东盈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702MA3CE0LX3U6-5)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菏泽巨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营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700MA3CKRQ36F)正副本不慎丢失，
现声明挂失作废。

遗遗失失声声明明

本报单县3月12日讯(记
者 赵念东 通讯员 董会
剑) 近日，单县一男子因在
单县步行街违章停车，交警
对其进行张贴违法停车告知
单进行处罚。后该男子为发
泄心中不满，在朋友圈内发
表视频对交警大队民警进行
恶意辱骂。目前，该男子已被
单县警方行政拘留十日并处
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

3月9日，单县公安局南
关派出所接警称有人在微信
朋友圈发布因不满处罚而辱
骂民警的小视频，值班民警
迅速出警，联合交警大队民
警通过工作，迅速锁定违法
嫌疑人薛某。单县警方迅速
出击，根据已掌握的线索将
正在路上行驶的薛某某抓

获。
经查明，3月08日，违法

嫌疑人薛某驾驶轿车在单县
步行街违章停车，交警大队
民警对其进行张贴违法停车
告知单进行处罚。3月9日违
法嫌疑人薛某在微信朋友圈
内发表视频对交警大队民警
进行恶意辱骂。薛某归案后，
其对自己辱警的违法事实供
认不讳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
条第(四)项之规定，单县警
方决定给予薛某行政拘留十
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
罚。

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请自觉规范言行，做
文明守法网民。

男男子子““朋朋友友圈圈””散散布布辱辱警警视视频频
被行政拘留10日并罚款500元

男男子子““快快手手””发发布布不不实实信信息息
被行政拘留7日

本报菏泽3月12日讯(记
者 赵念东) 近日，齐鲁晚
报记者从菏泽市公安局牡丹
分局获悉，菏泽一男子为为
了吸引网民关注，获得更多
粉丝，虚构事实，将一起普通
纠纷拍成视频，起名为“套圈
套死人了”的标题发布在“快
手”直播平台，很快上了同城
热门首页，在社会上造成恶
劣影响。目前该男子被警方
行政拘留。

2月27日，在牡丹区东
方红大街新世纪广场套圈
摊位前，一名男子与套圈老
板因琐事发生矛盾，互相推
搡中其中一方倒地后报警。
后经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
局市中派出所批评教育，双
方均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
行达成和解协议，互不追究
责任。

然而，3月9日，男子郭某

为了吸引网民关注，获得更
多粉丝，虚构事实，将其围观
2月27日新世纪广场那起普
通纠纷时拍摄的视频，起名
为“套圈套死人了”这样的标
题上传“快手”直播平台，并
很快上了同城热门首页，在
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
条第(一)项之规定，牡丹警
方以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
秩序给予郭某臣行政拘留七
日的行政处罚。

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在网络上传谣同样
要承担法律责任，广大网民
要保持理性，切莫随意杜撰、
编造、传播不实信息，公安机
关将对编造传播网络谣言，
扰乱公共秩序，破坏社会和
谐稳定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
依法打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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