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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99月月底底前前不不动动产产登登记记实实现现55日日办办结结
设立综合受理窗口，确保申请人“一次办好”

单位 招聘岗位 人数

聊城
综合部宣传专务 1

业务部职员 1

合计 2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聊城分中心）招聘公告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是中国

体育彩票在山东省的销售机构，负责中
国体育彩票在山东省内的销售、管理、
兑奖、服务等工作。山东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下辖17个市级分中心，拥有体育
彩票销售网点13000余个，从业人员近
30000人。近年来，我省体育彩票事业发
展迅速，年销售额已突破180亿元。

为进一步强化管理，稳固基础，建
设“负责任的、可信赖的、健康持续发展
的国家公益彩票”，山东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聊城分中心现面向社会诚聘2名
工作人员。(详情可查询山东体彩网
www.sdticai.com)。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二、总体要求
(一)热爱体彩事业，有高度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具有较好的沟通和协调能
力，富有创新精神和团队意识。

(二)遵纪守法，无损害社会公德、造
成社会不良影响的行为，近5年内无违
法犯罪记录。

(三)35周岁以下(1982年7月19日之
后出生)。

(四)聊城户籍优先。
三、招聘岗位基本要求

(一)分中心业务部职员
1、全日制统招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专业不限。
2、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具有较强的

文字综合能力、语言表达和人际沟通能
力，有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3、须有C2以上机动车驾驶执照。
(二)分中心宣传专务
1、全日制统招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专业不限。
2、具有较强的文案写作能力和出

色的文字组织能力,有2年以上新闻写
作、媒体编辑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3、熟悉互联网传播渠道特性，熟悉
品牌策划，活动策划、活动执行等工作；
富有创造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捕捉
时事热点并进行文案的书写和策划。

4、须有C2以上机动车驾驶执照。
四、薪酬待遇及劳动合同签订

薪酬由职级工资+绩效工资组成，
缴纳五险一金。员工每年进行考核晋
级，并落实相应的岗位薪资待遇。

一经录用,签订3-5年期限的劳动合
同，表现优异的可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
五、报名

应聘者通过邮寄或发电子邮件的
方式报名。报名时提供报名表(下载地
址：www.sdticai.com)，学历(学位)证书、
身份证、驾照等文件复印件或扫描件，
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个人简历等文件。
岗位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7月29日。
六、考试及录用办法

省体彩中心对报名人员资格进行
初审，网上公示初审通过人员来我中心
参加笔试、面试。笔试、面试合格的人员
经过技能测试、到岗试用后，能够适应
并胜任工作的予以录用。

笔试、面试、技能测试及试用时间
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
七、应聘简历投递方式(二选一)

(一)邮寄地址：济南市历城区世纪
大道10566号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 人力资源部 ，邮编250100。

(二)电子邮件地址:sdtczp2017@
sdsporttery.com(邮件主题统一为：××
市分中心××岗位+姓名)
八、监督

招聘期间，经举报、审核不符合应
聘岗位条件的，立即取消考录资格。监
督电话：400-618-5188。

本次招聘最终解释权归山东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7月19日

本报聊城7月26日讯(记者
谢晓丽 见习记者 周英爽
通讯员 赵华丽) 优化不动

产登记专项行动是关于深化
“一次办好”改革中提出的十大
专项行动之一，近日，全市优化
不动产登记专项行动暨窗口作
风整治工作会议召开，明确要
求由国土部门牵头，到9月底前
实现5个工作日内一次办好房
产交易、税收缴纳和不动产登
记相关事项。

7月24日下午，记者在聊城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看到，大厅
内展示了不动产登记的办理时
限承诺，20多个办理窗口正在
有序办理业务。“推进改革以
来，全市迅速行动，先后实行了

‘上门服务、预约服务、延时服
务、5+2服务、邮寄服务、绿色通
道’等特色服务方式。”为给市
民当好“店小二”，聊城市将开
展优化不动产登记专项活动，
倒排工期，确保到9月底前实现

5个工作日内一次办好房产交
易、税收缴纳和不动产登记相
关事项。

按照要求，登记窗口要整
合到位，优化业务流程。按照

“一窗受理”的要求，聊城各县
(市)要充分利用现有场地、设施
等，迅速整合国土、住建、税务
等部门窗口资源，这几个主要
部门要于8月10日前确定进驻
不动产登记中心(政务服务大
厅)的业务及人员，设立不动产
综合受理窗口，确保申请人只
需在一个窗口提交一次材料，
统一收取不动产登记、房产交
易和税费征收的申请材料，通
过网络进行部门间传递，同时
推进各自业务办理，解决申请
人多次申请、多窗口排队、重复
提交材料问题，确保一窗对外。

同时，对各种不动产登记
类型，根据不同情形逐一优化
流程，不得设置没有法律法规
依据的环节和程序，不得要求

申请人提交交易确认书、告知
单、备案等各类“奇葩证明”；不
得在不动产登记申请、受理、审
核、登簿、发证环节外，设置要
求群众申请落宗、申请配号、强
制换证、重复测绘、强制公证等
环节和程序。已经依法办理过
首次登记的，权利人申请变更、
转移、抵押等登记时，应当继续
沿用已有的调查成果，不得要
求权利人重新提交或者进行外
业勘验，确需重新补充调查完
善的，应当提请政府落实经费，
不得转嫁给权利人。

记者了解到，不动产登记
事关资产权益保护和交易安
全，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3项重
要评价指标之一。通过专项行
动和作风整治，聊城将进一步
压缩办事时间，精减办事流程，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
和群众提供“保姆式”、“店小
二”式服务，在最短的时间办
结、办好、办满意。 在聊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20多个窗口正在有序办理业务。

本报聊城7月2 6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 近日，记者从
全市交通公路重点工作调度
会上了解到，聊城交通重点
项目进展顺利，2018年，青兰
高速、莘南高速、高东高速年
度计划总投资33 . 4亿元。

按照原计划，莘县至南
乐(鲁豫界)高速公路将于今
年建成通车。莘南高速全长
18 . 3公里，双向四车道，概算
投资14 . 36亿元，于2016年4
月份全面开工。截至6月底，
莘南高速累计完成投资9 . 91
亿元，占概算投资的69% ;本

年度完成投资2 . 6 8亿元，占
年计划2 . 5亿元的107%。

青兰高速东阿界至聊城
(鲁冀界)段概算投资80 . 6亿
元，截至2018年6月底，累计
完成投资31 . 95亿元，占概算
投资的40%;本年度完成投资
5 . 64亿元，占年计划10 . 9亿
元的52%。

高唐至东阿高速公路，
概算投资69 . 24亿元，截至6
月底，项目全线(包括主线、服
务区、互通、连接线)已完成勘
测定界、地上附着物清点确
认及分户工作;地上附着物清

表工作基本完成。项目公司已
拨付征地补偿金4 . 89亿元，被
征地农民社保金、耕地开垦费
(占补平衡资金)已经启动落
实。全线涉及征迁工作的118
个行政村(国有单位)，117个
行政村完成征地补偿协议签
订，占总数的99%。

此外，东阿至东平黄河
公路大桥及G105京澳线东阿
黄河大桥也在积极推进，全全
市各级各部门将加强协调配
合，加快项目进展，确保重点
交 通 公 路 项 目 按 时 交 工 通
车。

聊城交通重点项目进展顺利

三三大大高高速速年年度度计计划划总总投投资资3333..44亿亿元元
本报聊城7月26日讯(记者

杨淑君) 日前，记者从聊城
市公路局获悉，240国道莘县
东李庄至鲁豫界段、309国道
冠县闫营至东古城段等涉及6
县(市、区)，全长100多公里的
新开工建设项目均已完成招
标，将于近期开工，2019年底
前完工。

据介绍，经过积极争取，
今年国家及我省计划安排聊
城市将开工的项目共6项，包
括道路改建大中修项目4项，
服务设施建设工程2项，涉及
聊城市6县(市、区)，全长100多
公里，计划总投资12 . 83亿元。
新开工的道路改建工程主要

是240国道莘县东李庄至鲁豫
界段、309国道冠县闫营至东
古城段、315省道临清石槽至
西窑段、324省道东阿双庙至
胡庄段，另外，还将开工建设
105省道济聊线茌平服务区、
升级改造105国道高唐前郭停
车区。

聊城市公路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上半年，聊城市
普通国省道养护建设计划执
行总体平稳。市公路部门深入
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以新
旧动能转换为主线，开拓创
新，扎实工作，实现了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的目标。

百百余余公公里里公公路路项项目目

近近期期将将开开工工建建设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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