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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员 王群 刘琳）为进
一步推动基层党的建设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实现党建资源合
理配置，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
度融合，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
99周年之际，回里镇党委积极引
导村企党支部开展村企共建活
动，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开放融
合发展。7月4日，党支部共建
启动仪式在李家疃村隆重举行。

村企共建
携手助推乡村振兴大跨越

仪式开场，村企党支部代表

分别致辞，就组织共建、资源共
享、党员共管、帮扶共建、发展共
赢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现场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
书。双方均表示，希望以党建共
建为纽带，深入交流学习，分享
工作资源，交流共享经验，在党
建引领下，将党建互促互进的政
治优势更好地转换为发展优势，
更好地为广大群众和地方经济
发展服务。

整村授信
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

开展整村授信，是新形势下

做好“三农”工作、促进乡村振兴
的有效途径，为打通普惠金融“最
后一公里”，在党建共建签约仪式
完成后，回里镇启动整村授信仪
式。会上，回里支行信贷副行长
刘晓杰介绍了整村授信项目，并
向王维强等4名村民颁发了额度
三万元的“家庭备用金”证书，可
用于贷款使用。本月，整村授信
项目将在李家疃村全面启动，预
计半数以上村民将获得预授信资
格。整村授信将方便、及时、快捷
地满足农民日益多元化的金融服
务需求，为实现强农惠农富农注
入新的动力。

走访慰问
助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仪式结束后，共建支部党员
们共同走访慰问了村内困难群
众，为他们带去米面油等生活必

需品，向困难学子们赠送了书
包、文具盒等学习用品。了解到
部分困难家庭办理业务出门不
便问题后，农商行党支部表示，
将进一步联合村党支部开展送
服务上门工作，切实为困难群众
解决难题。

下一步，回里镇将进一步发
挥党建工作优势，积极引导村企
联合，推进双方基层党组织的规
范化建设；鼓励企业主动履行社
会责任，在“反哺”和“支持”上下
功夫，帮助共建村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经济和扶贫项目，培育支柱
产业；引导共建基层党组织通过
开展“三会一课”等集中性党建
组织活动，推动企业党组织生活
专业化、规范化，形成“以企促
村、以村带企、资源共享、整体提
升”的基层党组织合作模式，实
现“党建促发展、工作更高效”的
经营格局。

7 月 2 日上午，烟台滚动
轴承工业有限公司的 3 名职
工从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
人员的手里接过了被拖欠两
年的工资款，滚动轴承有限公
司拖欠职工劳动报酬一案圆
满解决。

2018 年年底，崔建荣等三
名职工到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反映，烟台滚动轴承工业有限
公司拖欠其 2018 年数月工资。
对此，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当
即立案调查，并对该单位拖欠
职工工资的行为依法下达行政
处理决定书，要求单位限期支
付，但该单位因经营困难已长
期停产，无力支付。行政复议

诉讼期满后，区劳动监察大队
及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期间会同法院执行局积极研究
执行措施，多方搜集企业财产
线索，并与职工保持良好沟通，
及时安抚情绪解答政策。

今年6月，在区劳动监察大
队和区人民法院等各方共同努
力下，该单位终于筹集到款项
并交至法院。收到工资款后，
区劳动监察大队当即与职工及
滚动轴承工作人员沟通时间与
发放方式，定于7月2日上午将
工资妥善发放到每名职工手
中。至此，该案圆满办结。

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
讯员 赵晨阳 李田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员 方磊）2020年度经
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一级建造
师资格考试、注册测绘师资格考
试、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
等5类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即将开
始，区人力资源考试中心温馨提
醒各位考生，及时登录烟台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在

“人力资源考试”栏（网址：http:
//rshj.yantai.gov.cn/col/
col23384/index.html）查 看 相
关考试通知。本次5类考试报名
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应试
人员须通过中国人事考试网
（www.cpta.com.cn）的全国专
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服务
平台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和缴
费，具体如下——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高级考试报名时间：2020年
7月 10日 9∶00—7月 20日 16∶
00；缴费时间：2020年7月22日
9∶00—7月26日16∶00。

初中级考试报名时间：2020
年7月28日9∶00—8月11日16
∶00；缴费时间：2020年 8月14

日9∶00—8月23日16∶00。
考试报名资格审查：部分符

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报考后自动
通过网上资格核验；不能自动核
验通过的高级考试应试人员务
必于7月21日前、初中级考试应
试人员务必于8月13日前查询
网上人工核查结果；应试人员上
传证明材料无法辨别真伪或其
他需要到现场的情形，高级考试
应试人员于2020年7月15日9:
00-7月21日16:00（周末及国
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初中级考
试应试人员于2020年8月10日
9:00-8月 13日 16:00，到区人
力资源考试中心（永达街1021
号政务服务中心4楼412房间）
进行现场核查。

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

报名时间：2020年7月13
日9∶00—7月22日16∶00；

缴费时间：2020年 7月 25
日9∶00—7月30日16∶00。

考试报名资格审查：部分符
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报考后自动
通过网上资格核验；不能自动核
验通过的应试人员务必于7月
24日前查询网上人工核查结果；

应试人员上传证明材料无法辨
别真伪或其他需要到现场的情
形，应试人员于2020年 7月20
日9:00-7月24日16:00期间，
到区人力资源考试中心进行现
场核查。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

报名时间：2020年 7月 10
日9∶00—7月20日16∶00；

缴费时间：2020年 7月 23
日9∶00—7月28日16∶00。

考试报名资格审查：部分符
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报考后自动
通过网上资格核验；不能自动核
验通过的应试人员务必于7月
22日前查询网上人工核查结果；
应试人员上传证明材料无法辨
别真伪或其他需要到现场的情
形，应试人员于2020年 7月20
日9:00-7月22日16:00期间，
到区人力资源考试中心进行现
场核查。

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报名时间：2020年 7月 10
日9∶00—7月20日16∶00；

缴费时间：2020年 7月 23

日9∶00—7月28日16∶00。
考试报名资格审查：部分符

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报考后自动
通过网上资格核验；不能自动核
验通过的应试人员务必于7月
22日前查询网上人工核查结果；
应试人员上传证明材料无法辨
别真伪或其他需要到现场的情
形，应试人员于2020年 7月20
日9:00-7月22日16:00期间，
到区人力资源考试中心进行现
场核查。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

报名时间：2020年 7月 10
日9∶00—7月20日16∶00；

缴费时间：2020年 7月 23
日9∶00—7月28日16∶00。

考试报名资格审查：部分符
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报考后自动
通过网上资格核验；不能自动核
验通过的应试人员务必于7月
22日前查询网上人工核查结果；
应试人员上传证明材料无法辨
别真伪或其他需要到现场的情
形，应试人员于2020年 7月20
日9:00-7月22日16:00期间，
到区人力资源考试中心进行现
场核查。

我区加强
流动摊点经营管理
在高新区划定5处
实行划点限时经营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姜晓 通讯员 李彩林）流动
摊点一直是市民关心的热点，由
于其存在着阻塞交通、噪音扰
民、过后垃圾遍地等问题，所以
一直广受诟病：摊贩离开后留下
的满地垃圾只能由环卫工人一
点点地清理；而占用公共停车位
或在停车位旁摆摊设点，导致有
车位市民不能停车；在路口、行
车道摆摊设点，严重影响车辆正
常通行；有的摊点直接将整个人
行道、盲道堵住，市民只能冒险
在非机动车道甚至机动车道上
行走……

近期，不少市民通过市长热
线、媒体、电话等途径，反映投诉
我区流动摊点问题近100起，强
烈要求加强流动摊点管理，有序
经营。结合上级工作要求，我区
将加强流动摊点经营管理，实行
划点限时经营，在原有农贸市
场、临时市场的基础上，充分考
察流动摊贩易集中区域，选取合
适位置划定区域，引导流动摊贩
集中经营、规范经营，其他区域
不允许摆摊经营。记者了解到，
目前，我区已在高新区福山园划
定了五处区域，分别如下——

1.连福市场
营业时间：早 6:00—20:

00，位于北方汽配以北，内设公
共停车场。

优惠政策：所有自产自销菜
农、果农摊位减免部分费用。

2.沃尔玛市场
营业时间：晚 18:00—22:

00，位于天府街实验中学以北。
优惠政策：65岁以上的自产

自销的菜农、果农摊位免费。
3.大成栈市场
营业时间：早 5:00—22:

00，位于丽浩福仕汇小区东侧。
优惠政策：60岁以上的自

产自销的菜农、果农摊位免费；
残疾人摊位减免部分费用。

4.天府市场
营业时间：晚 18:00—22:

00，位于天府小区内。
优惠政策：65岁以上的自产

自销的菜农、果农摊位免费。
5.福水苑市场
营业时间：晚 17:00—22:

00，位于天宫福水苑东侧。
优惠政策：6月至7月市场

摊位免费。
据悉，除此五处区域之外，

近期，区城管局还将在清洋街道
划定区域，届时，记者将在第一
时间发布相关信息。

良好的市容秩序需要大家
共同努力。区城管局呼吁人人
争做文明市民，流动摊点经营者
自觉到农贸市场、临时市场内规
范经营，市民朋友们在买菜时不
要只图自己一时方便而影响其
他市民回家，也不要让年迈的环
卫工人付出更多的辛苦去清理
摊点遗留垃圾，甚至是冒着危险
捡拾机动车道上的垃圾。城管
局将进一步加强宣传、劝导，对
多次劝导不改正的，采取必要措
施，依法依规处罚。

大批人事考试报名即将开始

村企共建谋发展 党建引领促共赢

要回欠薪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