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 招 聘 更 简 单 让 求 职 更 轻 松

“迎新春·惠民生·促就业”
系列大型招聘会

九江人才市场2018年第一季度现场招聘会公告
为贯彻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落实《“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和《“互联网＋人

社”2020行动计划》有关要求，积极满足求职者春节期间集中找工作的需要，九江人才
市场定于2018年第一季度春节前后通过现场和网络（www.jjtl.com.cn）举办“迎新春·惠
民生·促就业”系列特大型人才招聘会，为企业提供力揽良才的交流平台，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九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单位：九江人才市场
二、时间与地点：
时间：2018年1月5日-3月30日 地点：九江人才市场（九江市北司路109号）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薛女士、黄先生 联系电话：0792-8561585 传真：0792-8567568
邮 箱：jjrc2009@126.com 地址：九江市北司路109号

招聘会主题
冬季大型人才招聘会

暨2018年人才储备招聘会

综合类人才招聘会

综合类人才招聘会

“才聚九江·机遇无限”综合类人才招聘会

“前程之光·尽在浔城”综合类人才招聘会

“返乡人才”综合类招聘会

“迎新春·惠民生·促就业”
综合类大型人才招聘会（一）
“迎新春·惠民生·促就业”
综合类大型人才招聘会(二）
“迎新春·惠民生·促就业”
综合类大型人才招聘会（三）
“迎新春·惠民生·促就业”
综合类大型人才招聘会（四）

招聘会日期

1月5日星期五

1月12日 星期五

1月19日 星期五

1月26日 星期五

2月2日星期五

2月 9日星期五

2月23日 正月初八
星期五

2月24日 正月初九
星期六

2月26日 正月十一
星期一

2月27日 正月十二
星期二

招聘会主题
“迎新春·惠民生·促就业”
综合类大型人才招聘会（五）
“迎新春·惠民生·促就业”
综合类大型人才招聘会（六）
“迎新春·惠民生·促就业”
综合类大型人才招聘会（七）
“迎新春·惠民生·促就业”
综合类大型人才招聘会（八）
“迎新春·惠民生·促就业”
综合类大型人才招聘会（九）
“迎新春·惠民生·促就业”
综合类大型人才招聘会（十）

“春风送岗行动”大型人才招聘会（一）

大型人才招聘会

“春暖花开·将遇浔才”
综合类人才招聘会

“九江市春季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大型人才招聘会

招聘会日期
2月28日 正月十三

星期三
3月1日正月十四

星期四
3月5日正月十八

星期一
3月6日正月十九

星期二
3月7日正月二十

星期三
3月8日正月二十一

星期四

3月9日星期五

3月16日 星期五

3月23日 星期五

3月3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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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宇勋 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
如）2017年，我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
强预算执行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
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入到民生领域，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28亿元，增
长 12.8%，其中民生类支出共计完成
418.9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79.3%，较去
年提高2.1个百分点，有效地发挥了财政
支出“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的作用。

2017年，我市全力保障社会事业发
展，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医疗
卫生保障水平，出台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扶助政策，推进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工
作，全年财政社保、医疗卫生支出完成
128.95亿元，增长14.2%；稳步推进教科
文事业发展，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全年
教育、科技、文化支出完成104.44亿元，
增长 7.8%；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
全年及时审核拨付市本级负责建设保
障房工程款5.34亿元，审核拨付中心城
区棚户区改造资金4.55亿元。

同时，我市全速推进财政支农工
作，整合财力推进脱贫攻坚，加快群众
脱贫致富步伐，2017 年市县两级共筹

集投入扶贫资金 2.1 亿元，同比增长
157.8%；及时到位各项惠农补贴，全年
通过“一卡通”发放惠农资金共计 28.7
亿元；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统筹
7.64亿元资金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

此外，我市还全面提升基层保障能
力，加大对基层组织经费保障力度，2017
年增加 2605万元提高村（社区）工作经
费和提高村（社区）干部基本报酬等，增
加80万元加大特困党员救助力度；牢固
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控一般性支出，
全市“三公”经费支出同比下降24.05%。

去年全市八成财力投民生
社保、医疗卫生支出完成128.95亿元，增长14.2%
教育、科技、文化支出完成104.44亿元，增长7.8%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每年
春运来临，在火车站就能看到一群身穿绿
色马甲的身影，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
他们热情地为旅客免费提供各种咨询、搬
运行李、导航等服务，被旅客亲切地称为

“小黄瓜”，让出行的群众在回家的路上
感受到温暖。“志愿之火 薪火相传”，昨
日，浔阳晚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在
2018年春运来临之际，共青团九江市委、
九江市文明办、九江火车站车务段、九江
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公
开招募春运青年志愿者。

据了解，今年是“青年之声 暖冬行

动”春运志愿服务开展的第 9个年头，9年
来志愿者队伍从最初的单一高校志愿者
到如今涵盖高校、社会组织、机关事业单
位、媒体等全面参与的志愿力量，服务领
域从铁路春运到辐射铁路、公路、顺风车
立体式交通服务，服务内容从单纯的接送
站到包含基础志愿、医疗救助、特殊群体
服务等综合服务内容。

此次公开招募春运青年志愿者将在
2月 1日至 3月 12日在九江市火车站对春
运旅客进行服务，主要任务包括协助相
关工作人员指导旅客购票，协助相关单
位开展应急救援、引导安抚、餐饮服务、

后勤保障等应急类志愿服务，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祝福伴旅途、铁路贺新春等
互动活动，针对老弱病残孕重点旅客，提
供“绿色通道”快捷引导服务，设置爱心
服务站、流动服务岗，免费提供零钞兑
换、便携充电、失物招领、热水供应、紧急
药箱等。报名志愿者需年满十八周岁未
满四十周岁，十四至十八周岁在校学生
申请者，须经其监护人同意。志愿者的
服务时间将计入志愿服务小时数；学生
志愿者服务时间计入寒假社会实践课
时；同时参加全省春运志愿服务专题表
彰评选。联系电话：0792-8221745。

春运“暖冬行动”招募志愿者
需年满18周岁未满40周岁 咨询电话：8221745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在
2017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便民放心超
市被首次列为市政府惠民利民工程，并
计划 2017 年新建改造 20 个以上。日
前，浔阳晚报记者获悉，截至 2017年 12
月 20日，20个便民放心超市已全面建
成完工。

昨日，浔阳晚报记者在九悦廷的便
民放心超市看到，相比较大型超市来
说，超市的面积并不大，但超市内部干
净整洁，业态丰富品种齐全，各种商品

码放整齐，规划区域清晰明了，价格标
签一目了然。

据了解，为营造更便利、更安全、更
智慧的社会生活服务体系，该超市都是
按照“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配送”
的原则，为市民打造一个干净整洁、实
惠卫生的购物环境。店内销售的商品
除了普通超市都有的产品外，还包括公
司基地农产品、自有品牌商品，同时还
开设了不少便捷贴心的便民措施，像代
收快递、代干洗、代家政等服务，极大地

提升了居民生活的便利性、舒适性。
浔阳晚报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像

这种布局合理、疏密有致、快捷便利、规
范有序的“一站式”便民服务放心超市，
可以极大地满足周边居民的多种生活
需求，社区居民可以不出小区就可购买
到安全、新鲜、实惠的商品，受到市民一
致点赞。市民黄先生对浔阳晚报记者
说：“便民放心超市就开在小区旁边，只
要走到小区门口就可以买菜、买零食特
别省事。”

20个新型社区便民超市获点赞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近日，
我市获省财政 2018年城市公交车成品油
价格补助资金2297万元，统筹用于城市公
交车补助；其中市本级1527.8万元，修水县
155.96万元，武宁县37.3万元，永修县62.3
万元，德安县 37.77 万元，瑞昌市 91.85 万
元，都昌县 88.9万元，湖口县 83.7万元，彭
泽县88.15万元，庐山市47.92万元，柴桑区
47.72万元，共青城市27.7万元。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工信委、江西
省交通运输厅印发的《关于印发江西省完善
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政策加快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实施细则的通知》和《江西省交
通运输厅关于2018年度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
助资金（部分）分配意见的函》等相关文件要
求，省财政鼓励各市、县在更新和新增城市公
交车时优先选择、使用新能源公交车，确保城
市公交行业平稳转型和健康发展。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为做好
冬春火灾防范工作，近日，市工商局对流通
领域消防产品质量监管工作进行了部署。

据了解，首先，结合电器火灾综合治理
工作，加强对流通领域消防产品的监督管
理。加大对电器商品批发市场、销售储存
仓库以及销售门店的监督检查力度，依法
查处“三无”、假冒和不合格商品。其次，加
大对消防产品质量抽检工作力度。突出工
作重点，进一步加大灭火器、防火材料、消
防水带等与消防安全相关产品及冬季取暖
电器等商品的质量抽查检验工作。再次，
充分利用“三合一”投诉举报平台，做好消
费者投诉举报处理工作。最后，配合有关
部门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消防工作进
行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消防
产品的主体，并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涉
企信息归集至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

我市获2018年城市公交车
成品油价格补助2297万元

市工商局加强流通领域
消防产品质量监管工作

本报讯（江德隆 徐斌）1月24日，柴桑
区赤湖工业园雄基建设集团困难职工黄细
禾接到区总工会发放的 1500元困难救助
金时，激动地说：“感谢区总工会的关心厚
爱……”

为让困难职工过一个欢乐的春节，柴桑
区总工会开展了2018年“心系职工，温暖万
家”为主题的送温暖活动，为全区240名因病
致贫和生活困难职工发放帮扶救助金37.2
万元。为确保救助帮扶工作公平、公正、公
开，该区总工会从去年10月开始进行调查摸
底，由基层工会推荐，层层筛选，确保困难救
助资金真正发到困难职工的手中。

柴桑区总工会发放
困难职工救助金37.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