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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人才市场节后招聘活动好戏连台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掀起红盖头”
本报讯（李恒强 浔阳晚报记者 王
红旗）2 月 1 日，九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挂牌，副市长孙金淼出席挂牌仪式。
按照市机构改革的部署和安排，将
市建设局的职责、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
理局的行政职能整合，组建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作为市政府工作部门。
孙金淼在讲话中指出，住房和城乡
建设事业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
关，希望大家能够正确认识自己肩上的
责任，在新起点上，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聚焦工作职责，主动担当作
为，着力在实干、实效、实绩上下功夫，在
创新、创特、创优上做文章，切实扛起我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的政治责任；能以服
务群众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扑下身
子，用心服务，扎实工作，在涉及直接面
对群众的窗口事项、业务办理上，用热情
周到的服务为群众办好事，在涉及工程
质量监管、工程项目推进上，用严谨负责
的态度为群众把好关，在涉及城市品位
提升、城乡面貌改善上，用快速务实的推
进为群众掌好舵，展现出住建局干部为
民实干的干事姿态；要统筹推进住房和
城乡建设领域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工作，努力开创住房和城
乡建设事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局面，
为保持九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
局稳定贡献力量。
新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罗百
奚在致辞中勉励全体干部职工要做到上
下一条心，迅速实现机构职能深度融合。

第 34 届市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
“决出雌雄”

共 546 件作品获奖
本报讯（孟斌 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
华）近日，第 34 届九江市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终评展示活动在经开区鹤湖学校举
行，该校 500 多名学生现场观摩了参赛作
品展示。
本届科技创新大赛以“创新、体验、
成长”为主题，由市科协、市教育局、市科
技局联合主办，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
会承办。经层层选拔，本届大赛共收到
各县（市、区）、经开区、市直中小学上报
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 104 项，
青少年科技创意项目 17 项，优秀科技实
践活动 10 项，科技辅导员创新项目 15
项，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 846 幅。经过
终评，共评出一等奖 99 项，二等奖 194
项，三等奖 253 项，其中：科技创新类项目
29 项、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 15 幅将代
表我市参加第 34 届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
据介绍，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面
向全市中、小学生和科技辅导员开展的
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最广泛的青少
年科技教育活动之一。大赛注重青少年
科学探究和创新实践基本能力的培养，
倡导青少年主动进行研究性学习，主动
探究身边的科学问题，鼓励和发掘青少
年中质朴的原始创新意识，强调和提倡
青少年去主动发现、自主研究、自主创
新。大赛每年吸引我市 2 万多名青少年
开展科技创新课题研究、交流和制作，在
培养青少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
科技辅导员队伍的科学素质和技能，推
进科技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
而独特的作用。

“14连招”1.5万多个岗位等你来
新春首场大型现场招聘会明天举行
本报讯（黄燕 浔阳晚报记者 祝冬
平）今天是春节长假结束后上班的第一
天，九江人才市场就为求职者精心准备
了一系列大型现场招聘“盛宴”：14 场户
内外大型招聘会从明天（正月初八）起拉
开大幕（招聘活动安排如下表）。如果您
打算在节后找工作，不妨去招聘会现场
看看，
或许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为助力九江经济发展，全面满足企
事业单位招贤纳才需求和求职者春节前
后求职需要，九江人才市场精心筹划、制
定工作方案，从春节前起就倾力打造“迎
新春·惠民生·促就业”系列大型招聘会，
采取“线上+线下”的互动模式，齐头并
进，助力人才“精准就业”，同时为广大城
乡劳动者提供便捷、优质的就业服务。
据九江人才市场有关负责人介绍，

从正月初八起连续举办 14 场户内外大型
招聘会，其中在九江人才市场（北司路
109 号）举办 9 场，5 场户外现场招聘会分
别在快乐城、万达广场、南山公园等地举
行。整个招聘活动将有 1400 多家企业进
场招聘，提供 15500 个岗位。参会企业
来自九江本地及周边各县（市、区）的重
点 企 业 ，如 九 江 金 鹭 硬 质 合 金 有 限 公
司、九江鑫星玻纤材料有限公司、江西
赛得利化纤有限公司、艾美特电器、志
高空调等。人才需求量较大的是一线
普工、技术工、服务员、市场营销、电子
商务等；部分岗位出现职位供求“冷热
不均”现象。
为帮助企业做好招才引智工作，及
时帮助企业解决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春
节 过 后 ，九 江 人 才 市 场 还 将 组 织 各 县

（市、区）重点企业参加全国跨区域高校
毕业生巡回招聘活动。岗位涉及生物
化工、光伏光电、玻璃纤维、机械工程、
电子信息、冶金材料、产品设计等多个
领域。同时，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部署，九江人才
市场与广东省汕尾市劳动就业服务管
理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双方通过联合举
办供需见面会、现场招聘会、个别推荐
等方式，促进贫困户劳动力尽早实现就
业。此外，九江人才市场招聘窗口为广
大求职者提供一对一岗位推荐服务；为
广大应届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定
期走访社区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困难家
庭，同时收集企业岗位信息，了解双方
的求职意向，依据求职者的特长、优势匹
配适合他们的岗位。

招聘会时间安排
户内招聘会（9 场）
招聘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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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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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招聘会日期
2 月 12 日（正月初八）
2 月 13 日（正月初九）
2 月 14 日（正月初十）
2 月 15 日（正月十一）
2 月 18 日（正月十四）
2 月 19 日（正月十五）
2 月 20 日（正月十六）
2 月 21 日（正月十七）
2 月 22 日（正月十八）

九江人才市场

户外招聘会（5 场）
快乐城招聘会
快乐城招聘会
万达广场招聘会
万达广场招聘会
南山公园招聘会

2 月 13 日（正月初九）
2 月 14 日（正月初十）
2 月 15 日（正月十一）
2 月 16 日（正月十二）
2 月 20 日（正月十六）

快乐城
快乐城
万达广场
万达广场
南山公园

张义镜：情系曹店 践扶贫大义
■ 王锦 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

2018 年的寒冬，都昌县土塘镇曹店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曹天高心里却暖呼呼
的。在三汊港中学原副校长、驻曹店村
脱贫攻坚第一书记张义镜的帮扶下，64
岁的曹天高家里接通了自来水，不再像
以前一样到 200 多米远的同村人井中提
水生活。曹天高平日里孤身一人生活，
又患高血压、心脏病、类风湿等多种疾
病，不能干重体力活，张义镜劝他在家编
织竹制品出售，一年下来有 5000 余元的
收入。
从一名退居二线的校级班子成员转
变为驻村第一书记，工作环境和对象的
不同，使得张义镜身上的压力和责任更
重，他将真扶贫、扶真贫作为自己工作的
要义。
在走访农户的同时，张义镜始终坚
持释疑解惑、排忧解难的工作，及时发现

和处理矛盾，争取消灭在萌芽状态，维护
路子，着力做实做细扶贫项目。在驻村
好社会稳定。在镇党委和村支部的共同
扶贫工作中，做到坚持吃住在村，发扬
努力下，实现支部帮农民实惠多，形成促 “五加二”
“白加黑”的精神，日夜加班，对
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提升农村党建水平的
全村所有贫困户档案、连心卡、明白卡精
双赢局面。
准填写，做到无错误。严格执行扶贫工
按照县、乡脱贫攻坚“夏季整改行动
作纪律，没有脱岗离岗，在省、市、县督查
会”的通知要求：对贫困户基础信息要全
和暗访中，没出现过任何差错。积极接
面精准，对贫困户进行摸底大走访，对贫
受上级有关部门的检查、监督、验收，确
困户家庭档案、连心卡、明白卡资料进
保扶贫工作质量和效果，得到镇、村领导
一步完善。对精准识别贫困户一户一
及群众的好评。
档、村级档案台账和各项软件资料也进
张义镜所工作的三汊港中学拿出帮
行了完善。对贫困户信息采集表、收入
扶资金 12 万元，县委组织部门村部维修
计算表逻辑关系数据进一步核准，给 96
款按时到位，添加工作和生活用具，并对
户贫困户的综合信息做了电子档案，并
旧村部进行全面维修加固。与此同时，
将纸质版发到每个帮扶干部手中。通
通过校友江苏南通理工学院董事长、江
过走访，张义镜了解到，全村贫困户 96
苏南通江西商会会长陈明宇先生的牵线
户，312 人。其中低保贫困户 78 户，281
搭桥，江苏南通江西商会副会长李学祖
人；特困供养贫困户 11 户，11 人；一般贫
先生大力赞助，捐赠大会议桌椅、办公桌
困户 7 户，20 人。因病致贫 23 户，83 人； 椅、餐桌椅、文件柜、衣柜等设施，价值 2.2
因残致贫 24 户，82 人；因学致贫 6 户，26
万元。将以前村部的旧围墙进行维修改
人；因缺技术致贫 27 户，96 人；因缺劳力
造，建起了 200 多平方米的党务建设、
“扫
8 户，13 人；因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的 2 户， 黑除恶”、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为主题的
2 人。张义镜和村支部一班人在充分尊
文化宣传长廊，曹店村村貌焕然一新。
重贫困户意愿的基础上，结合村实际因
还联系都昌县商务交流协会为贫困户捐
地制宜、因户施策，科学确立了脱贫致富
赠电视机等，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