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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月11日：天气天气天气天气
预报预报预报预报

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

1234512345
空气质量：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阴有小到中雨。 9～12℃

1月12日：阴转多云。 10～14℃

崇和电影1月影讯
片 名 国家/类型 上映时间

临海崇和影城 电话：85381166
临海大洋影城 电话：85678811
临海江南影城 电话：85671100
台州新崇和影城 电话：88207788

新片推荐
《养家之人》：塔利班粗暴掌权，

非但不准女孩上学，更规定女性必须
男性陪同才可外出，违者可遭毒打。
父亲本是学者，在暴政下失业，由11
岁女儿帕瓦娜陪伴，到市集代人写
信。有日父亲被士兵强行带走，被关
入狱。帕瓦娜为维持家计，决定剪短
头发，化身小木兰，偷偷以男装打扮
上街，打水买食粮，代父开档赚钱，亦
因此眼界大开，更有同学萧希亚教她
街头生存之道。乱世催促成长，置身
强权下，却仍能抓住希望。

《蜻蜓少年》：暑假，十二岁的双
胞胎凯文凯武央求母亲给他们买新
自行车。他们骑着新自行车，结果
遇上了邻村的康康，后者嘲笑他们
连放双手骑都不会。双胞胎受了刺
激，为战胜康康，开始勤学苦练……

《中国推销员》 国动作/战争/剧情 1月9日
《“大”人物》 国犯罪/动作 1月10日
《很高兴遇见·你》 国/美爱情 1月11日
《22年后的自白》 日剧情/犯罪/悬疑 1月11日
《命运之夜——天之 日奇幻/动画 1月11日
杯：恶兆之花》
《养家之人》 加拿大/爱尔兰动画/家庭 1月11日
《德鲁大叔》 美喜剧/运动 1月11日
《蜻蜓少年》 国儿童/剧情 1月11日
《汝海风云》 国动作/犯罪 1月11日
《白蛇：缘起》 国/美动画/爱情/奇幻 1月11日

遗 失 声 明

●应利珍遗失残疾证一本，证号：33262119660210166X53，声
明作废。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因事业发展需要，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人才派遣制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和招聘条件（见图表）。
二、招聘程序：
通过相关的笔试和面试，最后对合格者进行政审和体检，择优

录用。
三、报名办法：
报名者请带本人学历证书（应届毕业生带就业推荐表）原件、

身份证原件、获奖材料、近期免冠一寸彩照二张，以上材料请自备
复印件。

联 系 人：张老师 金老师
联系电话：89361211 85401008
四、报名地点、时间：
临海市人力资源市场二楼4号窗（柏叶西路928号）
报名时间：2019年1月7日—1月25日（双休日暂停）
联系电话：85159089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
（临海市广播电视台）

2019年1月7日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招聘启事

招聘岗位 岗位职能 学历 招聘要求 人数 

文艺编导 演播厅演出编导 大学 传媒、影视、音乐、舞蹈类大学相关专业 1 

摄像 
临海电视台各频道和户外 LED品牌宣传片、品牌推广合作栏目

的拍摄工作 

大专及

以上 
摄像、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相关专业毕业，男性 1 

新闻主持人 民生新闻主播 大学 播音主持相关专业毕业、普通话等级一乙及以上 1 

栏目主持人 
临海电视台各频道相关品牌推广合作栏目的现场出镜采访、报

道及配音。 

大专及

以上 
播音主持相关专业毕业、普通话等级一乙及以上 1 

媒体营销策划 
临海电视台各频道和《今日临海》品牌推广及相关活动的策划、

文案撰写和执行。 
大学 市场营销方面相关专业毕业 1 

新媒体技术 集团网站、公众号平台技术维护开发 大学 新媒体技术或计算机相关专业 1 

新媒体编辑 新媒体平台编辑 大学 相关专业，会平面设计，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1 

调频广播主持人 调频广播栏目主持、策划 大学 
播音主持专业，有较强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普通话

等级一乙及以上 
2 

信息技术 

1、广播电视系统技术保障和机房管理 

2、电视转播车系统、演播室群设备技术保障和设备操控技术 

3、财务科系统设备技术保障 

4、传媒中心智能化相关系统技术保障 

5、全媒体中心相关系统技术保障 

6、新增各类广播电视、智能化及演艺等项目技术支持 

大学 
应用物理类专业、电子类专业、计算机类专业、广播

电视工程类 
3 

广电技术 
广电网络和数字电视的规划设计、数字电视技术维护、机房设

备技术保障 
大学 电子类专业、计算机类专业、广播电视工程类 2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招聘岗位需求表

■责任编辑：高再娇 联系电话：0576-85111333

大爱临海 温暖之城

◆红绿灯下◆
本报讯 （记者孙海康 通讯

员丁晓飞）最近，在白水洋镇公交车
站等车的群众发现，站牌的一面变
成了一幅女生骑电瓶车出行的温馨
的画面，上面有一行醒目的字：“为
了您的安全：骑车需戴好安全帽。”

“看到这幅宣传画，就感觉民警
在提醒我们骑车要戴头盔，所以我
每次骑电瓶车出门，脑海里都会闪
过这句话，不忘戴头盔。”住镇上的
杨大爷说。

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的发生，发动全社会共同关注交
通安全，日前，白水洋镇政府联合
白水洋交警中队，为辖区所有的
公交车站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

画，提醒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做到
文明出行。

每天，公交车站台上人来人往，
等车的空隙里，静止的交通安全宣
传画随着一拨拨人流，进入了大家
的眼里，印进了大家的心里，无声地
提醒大家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自
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营造人人遵
章守纪的社会氛围。

“当前农村群众出行，交通安全

意识还不够强。公交车站人流量
大，我们希望通过乘客将道路交通
安全宣传标语带到每个角落，提醒
广大交通参与者遵规守法，安全行
车，积极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
者和倡导者。尤其是增强每一位电
动车骑乘者的文明行车、安全行车
意识，将骑乘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
的规则牢记心中。”白水洋交警中队
有关负责人说。

交通宣传进站牌 安全意识入人心

本报讯 （记者高再娇）1月7
日，台州市第八届青少年校园足
球联赛中职和高中女子组落幕，
大田中学女子足球队以5场全胜、
进36球、零失球的骄人战绩，成功
蝉联该项赛事第七届、第八届冠
军。

面对各路好手，女足姑娘们始终

斗志昂扬、信心满怀，肯吃苦，敢硬
拼，坚决捍卫团队荣誉，体现了强大
的凝聚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小组赛
中三战三胜，以小组第一名（进26
球）出线；半决赛中，以6比0胜仙居
城峰中学队；决赛时，以4比0胜黄岩
院桥中学队。

据悉，本次联赛于1月 3日至

7 日在台州市椒江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举行，共有各县（市、区）冠
军队组成的 8 支女子足球队参
赛。大田中学女子足球队组队于
2016 年下半年，2017 年就喜获台
州市第六届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中职和高中女子组第二名、2017
年“希望杯”浙江省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女子组）总决赛二等奖；2018
年，再次参加这两场大赛，又喜获
台州市第一名、浙江省总决赛二等
奖。面对骄人成绩，校长王毅斌勉
励队员们：“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把拼搏精神带到日常学习
和训练中，争取在接下来的省赛中
取得好成绩！”

大田中学女子足球队蝉联台州市冠军

本报讯 （记者应琪瑶）在传统
节日“腊八节”即将来临之际，为传递
爱心和温暖，昨日，由台州市女企业家
协会和我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的

“碗碗腊八粥，温暖台州城”慈善公益
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环卫处举行，提前
为我市环卫工人们送上一份暖胃更暖
心的节日祝福。

一碗碗精心熬制的腊八粥和肥
皂、牙膏等慰问品被送到多名环卫工
人的手中，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热腾腾的腊八粥和满满的心意，让这
个寒冬的早晨变得格外温暖。环卫工
人杨阿姨告诉记者：“腊八粥香甜可
口，热腾腾一碗下肚不管是身上，还是
心里都感到温暖，这也算是提前过节

了，非常感谢社会和爱心人士对
我们的关心。”

记者了解到，临海是“碗碗
腊八粥，温暖台州城”慈善公益
活动的首站，这“碗”腊八粥将在

传统腊八节期间温暖整个临海乃至
台州，1月10日至16日，我市女企业
家协会在天宁路环卫垃圾中转站设
点，面向环卫工人等劳动者免费发放
腊八粥，同时台州市女企业家协会在
此期间将前往台州各县（市、区）发放
腊八粥，为全市广大劳动者送去冬日
的温暖。

“我们举办这个活动既是为响应
台州市腊八慈善公益活动的号召，也
是为接力临海市女企业家协会历年的
腊八慈善送粥活动，通过送腊八粥这
种形式来关爱辛勤奉献的劳动者们，
为建设‘大爱台州’贡献巾帼力量。”台
州市女企业家协会负责人说。

一碗腊八粥 温暖一座城
“碗碗腊八粥 温暖台州城”慈善公益活动在我市启动

1月6日下午，市体育舞蹈
优秀节目迎新展示活动在东
塍中学体艺馆举行。来自全
市各地的300余名体育舞蹈爱
好者参与演出。展演现场，

《华尔兹》《水墨太极》《男人
帮》《探戈》等节目相继上演，
展现了体育舞蹈独特的魅力，
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屈乃银摄

尊敬的广大电力用户，因
线路施工停电，以下线路需配
合停电：

一、1月18日
1.停电线路：10kV 百岩

L473线
停电时间：8:15～14：45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

临海市沿江镇：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临海分公
司、上百岩村、临海市百通食品
有限公司、临海市城市路灯队

咨询电话：95598（电力服
务热线）：85281096

临海市供电局
2019年1月10日

停 电 公 告

图为活动现场。 应琪瑶摄

（上接第1版）
打通信息孤岛，便民再深化。

去年以来，我市依托大数据和云计
算，以居民身份证为标识，应用“一
证通办”信息管理系统，24项涉及
政务服务事项的证件数据、证明信
息等数据实现互换、共享共用。一
个数据用到底，群众办事材料更
少、环节更简、时间更减。目前，我
市290项民生事项可“一证通办”，
实现率达75.92%。

优化涉企服务
市场活力再激发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项

目，如何合理简化审批程序，让企
业项目尽快落地开花至关重要。

“原以为项目审批得来回跑、
多头跑，没想到改革后的项目审
批竟如此顺利，我们的厂房马上
就可以开工啦！”去年10月25日，
浙江大经住工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负责人李某从市行政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手中接过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时说道。该公司“年产10万
立方米预制混凝土构件和50万
立方米混凝土建设项目”为我市
首个完成审批的“标准地”项目，
从进入审批流程到拿到施工许可
证仅用了15天。

去年以来，我市将“标准地”
与“亩产论英雄”改革相结合，推
动土地等资源要素向优质企业集
聚，并通过“标准地+承诺制”改革
倒逼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
展。市行政服务中心投资综合窗
口负责人吴小湘介绍道，所谓“标
准地”，就是把每一块建设用地的
规划条件、投资强度、能耗标准、
环境标准和产出标准等予以明
确，带着“标准”一起出让。在实
施过程中，整合发改、经信、国土、
建设、环保、水利等多部门审批业
务，打通部门壁垒，成立投资项目
无差别受理窗口，建立12人政府
代办队伍，开展项目代办“妈妈
式”服务。去年，我市共出让工业
用地“标准地”8宗，完成一般企业
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最多跑一
次”“最多26天”案例15例。

市场活力的充分激发，还得
益于持续深化的商事制度改革，

“多证合一”“证照分离”“证照联
办”“审核合一、一人通办”等制度
的全面推行，工商登记全程电子
化的快速推进，市场准入门槛的
进一步降低等。如去年年底，我
市率先实行常态化企业开办“一
日办结”商事登记制度，其“一表
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天
完成”的审批模式突破了时间、空
间、部门板块限制，推进了数据汇
聚、智慧运用，用服务争效，以临
海速度领跑台州商改。

大数据领跑
服务再延伸

去年以来，我市积极推进“最

多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着力
缩短群众办事圈，推动高频事项
从“窗口办”变成“网上办”，从“现
场办”变成“掌上办”。

如今，我市各镇街的74家农
商银行网点纷纷挂牌成立了社保
分中心，让群众（尤其是偏远山村
居民）在家附近就可以掌握个人
社保信息，办理82项相关社保业
务。如办理个人参保项目，原来
要先到就业处办理参保手续，社
保把参保数据发到地税局，再去
银行开户并签订委托扣款协议
书，接着，到地税局签订三方协议
并录入系统，至少要跑 3 个地
方。“‘社银联通’开通后，一个银
行窗口一次性办结，几分钟搞定，
社保卡也可直接在农商行网点窗
口领取了，省时又省力。同时，市
民还可通过‘临海人社’手机APP
查询、办理人社业务，并在其指定
的定点医药机构凭手机进行医保
支付结算。”人力社保局审批科科
长何辉介绍道。

去年以来，我市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思维，实施各类数字
化工程，加速推进政府数字化转
型，加快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
展。

数字化交易平台，“网购式”
交易管理服务，全流程无纸化，是
去年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生
的新变化。目前，我市工程建设
项目招投标实现全流程电子化
100%全覆盖，实现交易“跑零
次”，办事环节缩减一半，工作效
率提高50%。年交易项目数由原
来的360个增加到2200多个，每
年可为交易主体节约资金4亿多
元。

去年以来，我市更多事项实
现全城通办、就近能办、异地可
办。如国土资源局建立不动产
登记信息银行共享机制，不动产
抵押登记受理权限从政府部门
窗口延伸到各大银行，已设立不
动产信息查询网点56家，不动产
抵押登记受理网点27家；车管所
实现邮政代办机动车和驾驶证
业务，已开展警医邮网点共 14
家，能办理新增违章缴款处理共
13项事项；卫计局推出生育登记
服务APP和“健康临海”微信公
众号，2018年度已办理生育登记
8809例，其中网上申请办理生育
登记6615例，占全市办理总数的
75.09%，“跑零次”服务效果显
著。

当前，为纵深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我市全面启动“无证明
城市”创建工作，梳理涉及群众和
企业办事的证明事项，取消没有
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事项，最大
限度精简各种证明材料。“无证明
城市”的创建能够切实解决证明
材料过多过滥和“重复证明”“循
环证明”等突出问题，同时提升群
众满意度和认同感，这是“最多跑
一次”的再深化、再完善、再落实，
真正实现便民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