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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烟台5月21日讯(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牟平区教体局
获悉，2020年烟台市牟平区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56名，6
月1日起网上报名。

据悉，应聘人员须为1979年6
月1日(含)以后出生。应聘人员学
历证书或教师资格证书所载学科
与招聘岗位专业要求相一致。国
家承认的辅修专业证书与学历证
书配合使用，可依据辅修专业证
书上注明的专业报考。

报名采取统一时间网上报

名、网上初审、网上交费的方式进
行，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应聘人员
有恶意注册报名信息、扰乱报名
秩序或者伪造学历证明及其他有
关证件骗取考试资格等行为的，
查实后取消其本次报名资格。报
名时间：2020年6月1日9：00-6月4
日16：00；查询时间：2020年6月1
日12：00-6月5日11：00；交费时
间：2020年6月1日12：00-6月6日
16：00；

招聘考试采用先笔试后面试
的方式。笔试成绩、面试成绩、考

试总成绩均采用百分制计算，保
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数，尾数四舍
五入。

招聘岗位笔试均考一科。其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岗位笔试
内容为专业知识；其他学科招聘
岗位笔试考试内容为教育教学基
础知识(包括教育学、教育心理
学、教育政策法规)、学科知识两
部分，分别占整个试题分数的
30%、70%。

中小学教师招聘岗位面试
采用试讲的方式进行，主要考核

教师岗位所需的基本能力和专
业水平。面试成绩于本场面试结
束后现场公布。面试结束后，考
试总成绩按笔试成绩和面试成
绩5：5的比例合成。根据考试总
成绩，分岗位由高分到低分按照
1：1 . 5比例确定进入考察范围人
员名单。

进入考察范围人员确定后，
按计划招聘人数由高分到低分依
次等额对应聘人员进行考察、体
检。经考察、体检合格的人员，在
牟平区政府网站公示，公示期为7

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没有问题或
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由招聘
单位办理聘用手续。

入职前，同一招聘岗位包含2
个及2个以上招聘单位的，拟聘人
员按照考试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
的顺序，采取高分先选的方式确
定具体用人单位。对不服从安排
的，取消聘用资格。受聘人员按规
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不合
格的解除聘用合同。受聘人员在
聘用单位最低服务年限为五年
(含试用期)。

牟平区招聘56名中小学教师
6月1日开始网上报名

渔人码头木栈道浪漫开启

5月20日，备受瞩目的渔
人码头木栈道浪漫开启。烟
台市民又多了一处旅游打卡
地，古朴自然的栈道扮靓海
岸线，让市民和游客领略烟
台海滨的无限风光。当天，市
民闻讯前往木栈道“尝鲜”，
身处美景中，市民们欢欣不
已。

目前长2 . 4公里(含原有
部分 )、宽2 . 5米、总投资约
5660万元的木栈道全线贯通，
环绕渔人码头整个后山，一直
通到第二海水浴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菁 通讯员 王丽媛 丁

淳淳 摄影报道

云上直播！蓬莱阁景区解锁博物馆新的打开方式

本报烟台5月2 1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黄海丽 ) 今年“5·18国际博

物馆日”主题为“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
多元和包容”。为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
化自信，蓬莱阁景区携手山东电视台生活
频道，由《生活帮》知名主持人与登州博
物馆、古船博物馆馆长共同开启云游直播
show，通过文物讲解、话题互动、有奖竞
猜的方式，开展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的线

上直播活动，让网友们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的无穷魅力。

蓬莱阁文化遗存呈现出多元包容的文
化特色，蕴含了蓬莱市神仙文化、精武文
化、海丝文化、港口文化的交流融合。蓬莱
阁景区通过加大文物保护修缮力度、做好
文物资源“活化”传承和讲好文物背后的故
事等手段，进一步唤醒文物活力，让史实

“说话”，让文物“发声”。

紧跟直播带货潮流

海阳市成功举办电商扶贫工作培训班
本报烟台5月21日讯(记者

张菁 通讯员 李世波) 5月19
日，海阳市商务局、扶贫办联合组
织举办了烟台市2020年电子商务
培训班暨海阳市电商扶贫工作培
训班。海阳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扶贫工作重点村、电商企业、电商
个体户、微商、直播达人和电商相
关从业者参加了培训，其中89个
贫困村实现全覆盖。

海阳市商务局负责人表示，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电
商扶贫和电商培训是助力脱贫
攻坚的重要手段及有益补充。此

次开展的电商培训，不仅有助于
电商从业者业务能力的提高，更
是一次珍贵的学习交流机会，希
望大家珍惜此次学习机会、认真
听讲、学有所得、学有所获。

为做好培训工作和疫情防控
“两不误”，海阳市商务局严格按
照省市防控要求，对前来参加培
训的人员进行入场前的体温测
量、健康通行码查验，同时加强会
场通风，在课间休息时间对会场
进行消毒，严格做好防控工作。

此次培训班时间为一天，邀
请了全国电子商务教学名师孟
波、海阳路海物流有限公司运营

经理姚梦洁，对参训人员进行了
电商基础知识、直播电商营销以
及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项目镇村站点建设与电商扶
贫等相关培训。

下一步海阳市商务局将借
力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项目和山东省淘宝直播“村
播”试点县两大优势，线上线下
同时发力，促进海阳电子商务事
业蓬勃发展，同时将举办更多的
电商培训，培育电子商务实用人
才，壮大海阳市电商从业队伍，
为海阳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贡献商务力量。

蓬莱阁景区与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开启校企合作

公告
烟台润博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社保稽核行政处理

决定书(烟社稽理处字[2020]

第32号)，自公告起60日内来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稽核科领取决定书，逾期视

为送达。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0年5月22日

联系人：姜宇

联系地址：烟台市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632130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决定书

施工通告
2 0 2 0年 5月 2 8日至

2020年7月30日烟台境内

G18 威青高速K93+350-

K130+950段路面维修工

程施工。

工程施工期间，过往

车辆请按照施工标志指

示通行，注意安全！减速

慢行！道路施工给您的出

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烟台市公安局高速

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烟台高速公路路政

支队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13

注销公告
莱州市通力贸易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370683228017174 )经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已成立，组员

为杜千里、曲召宗、曲

召顺，曲召宗为清算

组组长，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

特此公告！

本报烟台5月21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李媛) 5月19日，蓬莱阁景区与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通过共建景区实训室、设立专项基金、提
供创新创业支持等途径，深入推进学业与
职业对接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为实现

蓬莱阁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引擎”。据
了解，此次校企合作是蓬莱阁景区在人才
培养方面的一次崭新尝试，通过与高等
院校的直接合作，将职业发展贯穿整个教
学实践的全过程，最终实现景区与院校的
共赢。

脚步丈量民情 真心帮扶脱贫

蓬莱市村里集镇开展遍访贫困对象工作
本报烟台5月21日讯(记者

张菁 通讯员 李世波)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
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役收官之年。为精准掌握
建档立卡贫困户生产生活基本
状况，了解贫困群众诉求，完善
帮扶措施，巩固脱贫成果，确保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近日，
蓬莱市村里集镇由镇党委书记
带头，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按任务
分工，对全镇391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开展遍访工作。

强化责任落实

坚持领导带头遍访

为更好地推动遍访工作开
展，村里集镇明确责任主体、工
作要求，制定《村里集镇关于开
展机关干部遍访贫困对象行动
的实施方案》。采取直接入户的
形式，对贫困户户内档案是否
齐全、扶贫相关政策了解情况
及帮扶工作认可情况等进行摸
底排查。

坚持问题导向，筑牢遍访质量

遍访过程中，村里集党委聚
焦扶贫干部作风、行业政策落
实、村集体经济收支情况、贫困
户“两不愁三保障”等影响脱贫
攻坚成效的关键环节和关键点，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认真
开展遍访贫困户活动，既要让贫
困群众脱得了贫，更要让贫困群
众致得了富，让贫困群众过上富
足、安康的幸福生活。将遍访工
作与“三洁三亮”、结对帮扶等工
作结合，加强组织协调，进一步
明确帮扶措施，重点关注“两不
愁、三保障”等工作的落实情况，
善于发现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了解问题有没有解决，
解决到什么程度，有没有新的问
题出现，从细微处着手，精准落
实遍访工作。

深挖问题根源，注重整改成效

对此次走访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村里集镇党委立即开展整
改行动，加强帮扶人、村两委成
员的扶贫培训，制定整改措施、
明确整改时间节点。截至目前，
对已发现的问题已全部整改完
毕，下一步将加大工作力度，尽
快完成剩余贫困户遍访工作，
同时确保整改效果，真正将各
级扶贫政策落到实处。

通过此次遍访，进一步掌握
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为下一
步工作开展制定更加精准的措
施，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打下坚实基础。

特检快讯

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近日，烟台特种设备检验研
究院牟平工作站，对中节能万润
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专用装置的
压力管道开展了为时一周的检
验检测，保证了压力管道安全运
行，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通讯员 金鹏

做好万华管道定期检验

为做好2020年万华化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大修期间压力
管道、压力容器的检验工作，烟
台市特检院牟平工作站积极安
排部署，制定检验方案，把行动
落实到检验工作中去。

通讯员 王邈 宫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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