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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2022年5月13日 星期五 7

嘉峪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用工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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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切 联 系 群 众 求 真 务 实 创 新 推 进 人 社 工 作 惠 民 生
（2022年第17期 总第467期）

人才流动服务中心（嘉峪关市人力资源市场）官方微信“雄关招聘汇”开通！
欢迎大家关注订阅号，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及时为您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档案管理、招聘求职信息发布等服务。

“雄关招聘汇”，服务在您身边！

温馨提示：热忱欢迎广大用工单位和各类求职人员提前到人力资源市场办理招聘、求职登记。

报名地址：市人才流动服务中心（南湖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市人力资源市场）
咨询服务电话：0937—6789792 监督电话：0937— 6211063 市人社局网址：http://www.gsjyg.lss.gov.cn/

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劳动者收取押金，如不能兑现招聘时所承诺的工资待遇，可向劳动部门举报，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陈凯锋，男，30 岁，中共党员，现任嘉峪
关市雄关区关城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二
级指挥员。陈凯锋加入消防救援队伍9年以
来，始终坚持在灭火救援一线，经常深入险境
营救被困人员，他曾与火魔搏斗、与危险并
肩，成功参与并处置各类火灾和抢险救援170
余起，挽救危难人员50余人。他时刻坚守职
责使命，矢志不渝地在“火焰蓝”中践行着对
党和人民的忠诚，近年来多次荣获单位优秀
共产党员、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22年
入选甘肃好人。

休假期间勇救落水母子
2021年8月9日16时30分左右，正在休假

的陈凯锋和家人途径酒泉市肃州区花城湖景
区时，忽然听到身边的妻子惊呼“有人掉进湖
里了”。危急时刻，陈凯锋毫不犹豫，来不及脱
衣服和鞋子就扎入水中，迅速游到落水者身
边，他一把抓住落水者的一只手，落水者的另
一只手还牢牢地抓着孩子，于是他又迅速转移
至二人中间位置，一手一个将二人使劲向上托
举。由于同时拖着两个人，陈凯锋游得十分吃
力，自己的头部都很难浮出水面，但身为消防
员的他，救人第一的信念早已深深烙在脑海
里，此刻，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无论如何也
要将落水者救上岸去。经过艰难的游动，他终
于将落水的二人救上了岸。而此时的陈凯锋
也早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口呼吸着新鲜空
气，陈凯锋的妻子将落水孩子的衣服脱掉，把

自家孩子携带的多余衣服穿在孩子身上，并轻
声安抚着小孩。原来，落水的母子二人在酒泉
花城湖景区游玩，孩子在湖边玩沙子时不慎落
入水中，妈妈随后跳入湖中救子，结果就有了
上面惊险的一幕。事后，落水者的家人特地赶
到嘉峪关市消防救援支队，将一面“见义勇为
英雄、人民忠诚卫士”的锦旗及感谢信交到了
陈凯锋手中。陈凯锋羞涩地说：“谁看见都会
出手帮助的，是我应该做的。”

回家途中紧急救助车祸受伤老人
陈凯锋参加消防救援工作9年，他坚持冲

在灭火救援一线，经常深入险境营救被困人
员，而他非因公外出，见义勇为这也不是第一
次。2018年1月1日19点30分左右，陈凯锋在
驾车回家途中，看到有老人被一辆小型货车撞
倒在路边，当时气温将近零下20度，受伤老人
躺在冰冷的马路上不断呻吟，情况十分危急。
陈凯锋见状让周边群众快速拨打“122”并帮忙
保护现场，当机立断将老人抱到自己的车上，
将肇事方和受伤老人迅速送到医院。途中他
不断安慰鼓励老人，并在医院陪同老人做完全
部检查后才悄然离开，他果断的做法使受伤老
人得到及时救治。

作为消防救援队伍的一员，陈凯锋始终将
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无论是灭火救援还是日常
生活中，他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入队时的铮
铮誓言，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
保民平安。 （市文明办 冯乐勇 供稿）

勇救落水母子 危急时刻尽显消防英雄本色
——记甘肃好人陈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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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万城养老公司

新大友物业

嘉峪关丰源农业科技示范园有限
公司

鸿建商砼公司

嘉峪关市银达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嘉峪关金飞腾有限公司

紫玉管理公司 ( 酒钢宾馆 、嘉峪
关宾馆、汇力商务公寓、

夕阳红公寓）

锦泰物业

康安物业管理公司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嘉峪关办事处）

嘉峪关碧桂园城市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酒钢集团兰州宏成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

美嘉传媒公司

中核四零四

明珠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嘉峪关浩川劳务有限公司

玉门裕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人数

6

10

7

8

14

8

60

10

6

4

10

2

5

180

4

50

16

用工岗位

居家养老服务员

保安员、消控室值班员、保洁员（原中林超
市、大唐美食街）

塑料果筐厂操作员、梨树果园干农活工、
库管

泵车司机、大车司机、铲车司机、操作员、
勤杂工、做饭工、文员

皮带工、卫生清扫

送货司机、超市导购

维修电工、酒钢宾馆（驻外服务岗、宾客关

系助理、房务助理、餐厅服务助理、迎宾员、

收银员、打荷、配菜）汇力公寓（客房、总台、

餐厅服务员，传菜员、迎宾员、餐厅收银员、

保洁员、在渝里配菜厨师）夕阳红（餐厅服

务员、客房服务员）嘉峪关宾馆（宾客关系

助理、房务助理、餐厅服务员、传菜员、打

荷、配菜、保安员）

保安、绿化工、停车收费员

物业管理员、收费员、维修工、
绿化工、秩序维护员、保洁

患教讲师、医药销售

物管员、维修技工

电气专业设计、电气施工人员

主播

初级焊工、成熟焊工、管工、通风工、面点
师、拉面师、配菜师、餐厅职工

清理工、保洁

普工

污水运行员、化验员、包装工、操作工

联系电话

13993798233

6305555

13993770938

13639371584

13830798311
13359372197

13993708772

6313556
6209144

13519487713

15309479766

13309378164

13993716097
18193783315

13239407979

18193779177
13993762002

5829909
18139788183

13830181336

18193795388

1529379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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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甘肃欣陆航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

嘉峪关市嘉和人力资源
有限责任公司

西部天地商贸企业集团公司

华正电气公司

甘肃盈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城市猎人人力资源
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中核和诚实业有限公司
甘肃仲安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嘉峪关鑫旭晟洗涤有限公司

炳盛国际

山水多艺猴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山水明珠幼儿园

山水思兰副食超市

齐鑫源电气

明华化学有限公司

凯鼎大酒店

瑞丰劳务公司

世纪阳光物业公司

塞美客装饰工程公司
嘉峪关市宏青劳务

有限责任公司
中馨宏医养养老公寓

甘肃嘉鑫劳动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人数

14

45

49

46

23

20

14

6

18

15

7

2

2

8

26

6

30

10

20

12

4

40

用工岗位

风电运维员、砖场打包工、叉车工、
业务员

保安、保洁、邮政快递员、监控室、上
料工、清炉工、帮厨、服务员、管理员

及销售、办公人员
残疾人士、理货、收银、装卸工、文

员、信息专员

工程管理、销售经理、造价投标员、
设计员、电工、安装工、人力资源主
任、采购员、财务助理、电工学徒、实

习生

操作工、维修工、电工

操作工

室内保洁员、消杀员、环卫工

电工、焊工、项目部文员、采购员、
施工员、预算员、招投标专员、司机
车间女工、车间掏机、跟车工、司机、

运输车辆
酒店前厅经理、商管经理、

店员、物业维修工
副校长、口才教师、钢琴老师、舞蹈

老师、美术老师

幼儿教师、门卫

营销员、收银员

电气工程师、出纳、水暖工

安环专员、文员、仓库
管理员、操作工

销售经理、前台接待、客房服务员

酒钢东兴铝业电解工

物业管理员、收费员 、维修工、绿化、
秩序维护员 、保洁

设计师、业务员、业务主管

焊工、起重工、普工、资料员

护理 、护士

消防员、包装工、叉车、电工、焊工、临
时工、电脑操作工、收银员、后仓工

联系电话

15709477996

13993776277

18620979277

18909470908

15151631752

15393466323

13993768929
18609471196
13830798809
15352175759
13993797335
18368990811
18093747708

13830181336

13830181336

13830181336
6235350

18993783339
15135758088
18093779064
17793730515

18009478909

6229612
15309470009

13079314109
6226923

19909477740
13993781322

6268144

5 月 12 日，森林公园东侧公
厕边，一辆私家车长期停放。

5 月 12 日，佳苑小区翻
倒的垃圾桶。

5月12日，大唐路与迎宾东路交叉口处，两
辆广告车占用公共车位做广告。

（接一版）始终着眼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个根本
大计，从思想上引领青年、在实践中磨砺青年、于
关键处服务青年，竭尽所能把新时代广大青年培
养、锻造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嘉峪关新征程上贡献
青春力量。

“100年来共青团始终坚定不移跟随党的步
伐，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奋勇当先。”市第五中学团
委书记张烁阳说，“通过观看庆祝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使我领悟到了作为学
校团委书记和青年教师，要继续扎实开展好各项
团的工作，切实增强学校团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团结带领广大青年迈出奋进的步伐，书写美
好的青春华章。积极践行‘五育并举’，团结带领

广大青年教师不负韶华、汇聚力量、砥砺前行，带
动更多有志学生加入共青团这个先进群体中，奋
发进取，建功新时代。”

市邮政管理局团工委书记罗丹说：“时代各有
不同，青春一脉相承。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
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
想的前景无比光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寄
予的厚望，也是我们青年一代为之奋斗的目标。
作为一名邮政管理系统团干部，要团结带领广大
行业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人民邮政为人民’
的初心使命，把邮政事业与祖国的需要、人民群众
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脚踏实地、勇毅前行，不断
提升服务能力，更好地展现新时代邮政快递青年
风采。”

新城镇中心小学青年教师侯晶晶说：“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共青团是突击队，
少先队是预备队。’作为一名少先大队辅导员，我
深感责任重大。我将与全校中队辅导员一起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少年
工作。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以培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为根本任务，不断加
强学校少先队组织建设，不断丰富少先队工作载
体和内涵，不断巩固和拓展少先队工作成果，教
育团结新时代少年儿童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从小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财政货币政策以就业优先为导向、进一步盘活
存量资产、阶段性免除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国家助
学贷款利息并允许延期还本……11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一系列举措，着力稳住经济大盘。

受新一轮疫情、国际局势变化的超预期影响，4
月份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此次会议指
出，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定信心，正视困难
和挑战，着力稳住经济大盘，为统筹做好各项工作提
供基础，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重、挑战多，要把稳
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其中要突出抓好稳就
业与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龙海波说。

会议提出，财政、货币政策要以就业优先为导
向，退减税、缓缴社保费、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都着
力指向稳市场主体稳岗位稳就业，以保基本民生、稳
增长、促消费。要进一步研究运用多种政策工具，调

动地方积极性并压实责任，切实稳岗位稳就业。
国家助学贷款是保障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公平

接受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今年高校毕业生
人数创历史新高，为帮扶他们减负和就业，会议决
定，免除今年及以前年度毕业生今年应偿还的国
家助学贷款利息，免息资金由国家财政承担；本金
可申请延期1年偿还，不计复利。预计免息20多
亿元、延期还本50多亿元，惠及400多万毕业生。

当前，我国基本民生需求品供应是充裕的，但
不可掉以轻心。在确保物价稳定方面，会议提出，
要抓实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产量和供应稳定，夯实
稳物价基础。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进一步畅通物
流特别是重点地区物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立坤说，粮价是百价之基。当前要切实保障粮食生
产，推动粮食丰收为稳物价、防通胀奠定坚实基础。

另外，在确保能源正常供应方面，会议提出，在

前期向中央发电企业拨付可再生能源补贴500亿
元、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200亿元基础上，
再拨付500亿元补贴资金、注资100亿元，支持煤电
企业纾困和多发电。要优化政策、强化协调，安全
有序释放先进煤炭产能。决不允许出现拉闸限电。

“要继续实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政策，激发
市场潜能，推动政府、生产企业、流通企业成本共
担，贯彻落实好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下游中小微企
业扶持措施，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传导压力。”中国
价格协会副会长许光建说。

会议还提出，对当前有困难的企业和职工，给
予住房公积金政策支持。今年底前企业申请即可
缓缴，职工正常提取公积金和申请公积金贷款不
受影响，预计减缓企业负担900多亿元。抓紧研
究养老保险费缓缴政策扩围、延长实施期限的措
施，指导地方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水电气等
费用予以补贴。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国务院部署系列举措稳住经济大盘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记者申铖）记者

11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下达义务
教育相关转移支付资金2125亿元（不含教师
工资），引导和支持地方落实“双减”政策，提高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深入推进薄弱环节改
善与能力提升工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

其中，安排1391亿元，支持地方巩固落实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国家规定课程循
环教科书更新配给比率。安排300亿元，支持

地方深入推进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
持续改善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有序扩大城
镇学位供给，提升学校办学能力等。安排262
亿元，支持地方实施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落
实每生每天5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持续改
善欠发达地区学生营养健康状况。

此外，继续实施“特岗计划”“国培计划”、
银龄讲学计划、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政策，支
持农村学校多渠道补充优秀师资，优化教师队
伍结构，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水平。

财政部加快推进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近日，德轩路车辆占
用消防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