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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社区

德兴蓝海村镇银行是经中国银监

会批准， 由青岛农商银行发起设立的地

方性法人银行。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

各项业务快速发展。 现面向社会诚聘英

才， 我们将为您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

待遇和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与您共创

美好未来！

一

、

招聘职位

营业部主任

1

名，客户经理和综合柜

员

8

名。

二

、

招聘条件

（

一

）

总部营业部主任

1.

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2.

须具有银行相应信贷管理或财务

管理

5

年以上从业经历，具有商业银行县

级支行中层任职工作经历人员优先考

虑；

3.

特别优秀的以上条件适当放宽。

（

二

）

客户经理和综合柜员

1.

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

2.

本科及以上学历；

3.

花桥和新岗山乡镇常驻户口且特

别优秀的人才，或具有银行从业经历

1

年

以上人员，以上条件可适当放宽。

三

、

薪酬待遇

参照青岛农商银行员工薪酬水平，

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

四

、

报名时间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

五

、

用工形式

试用期满，签订正式劳动用工合同。

六

、

报名方式

应聘者请将《德兴蓝海村镇银行招

聘报名表》填写完整，连同身份证、学历

学位证书、学信网查询证明、银行从业资

格证书、 任职证明等材料扫描件一并发

至电子邮箱：

rlzyb@qrcb.com.cn

，主题须

标明：应聘德兴蓝海村镇银行

**

岗。

七

、

其他事项

（一） 应聘人员请认真阅读招聘公

告，完整、准确地填写招聘登记表的个人

信息，并对所填写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

与实际情况不符，取消其录用资格，由此

导致的后果由应聘者自行负责。

（二）对经初审合格者，我行将组织

考试、 面试等， 一个月内未收到考试通

知，视作申请未通过，我行对招聘者信息

严格保密，谢绝来电来访。

（三）考试、面试、体检时间和地点请

及时留意德兴蓝海村镇银行官方网站及

微信，并请保持通讯畅通。

德兴蓝海村镇银行工作人员招聘公告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本报讯

（

记者

高凌

）

10

月

15

日至

19

日，为期

5

天的市委党校第

53

期科干

班赴长沙异地培训活动圆满结束。 本

次活动，以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相结

合的方式，进一步拓展培训内容，增强

现场直观感受，提升了培训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提高了学员的党性修养和

理论水平。

10

月的长沙， 一个到处弥漫先

烈气息，飘忽历史人物身影的城市。

15

日，经过一上午的舟车劳顿，学员

们在中午

1

点多赶到长沙教育局党

校，吃完中饭，来不及休息，下午

2

点

30

分，陈忞教授为学员开讲了《国际

形势与国家安全》。 陈忞教授以小见

大，先从“手机会毁掉一个民族的阅

读”发散开，反思国民价值观的正确

树立，提出“要以史为鉴，居安思危，

冷眼向洋”这一主题。 近

4

个小时，陈

忞教授借助图文、视频、幻灯片等手

段演示讲解内容， 汇聚世界军旅精

英之言，分析中国周边安全局势，审

时度势，铭记居安思危，让在场学员

得到了极大的收获。

16

日上午， 学员们来到了杨开

慧纪念馆， 讲解员声情并茂地讲述

了杨开慧手稿及其壮烈牺牲的光荣

事迹， 帮助学员们更好地了解杨开

慧故事。

“她不仅是忠厚传家的好女儿、

忠贞爱情的好妻子、 忠义教子的好

母亲，更是忠烈为民的好学生、忠诚

革命的好党员。 ”讲解员边讲，学员

们边听边思考。 在杨开慧纪念馆，刘

向上副馆长为学员们带来了题为

《山花烂漫忆霞姑———杨开慧和开

慧精神解读》的知识讲座，让大家更

深入地理解“开慧精神”！

16

日下午，素有长沙“活字典”

称号的顾庆丰教授为学员们讲述了

毛泽东与湖湘文化，内容充实，引人

入胜。

17

日上午，学员们来到韶山，

在毛泽东铜像广场， 大家怀着崇敬

的心情为主席铜像献上花篮， 全体

学员整齐列队， 向毛主席铜像三鞠

躬且绕铜像一周。 随后，全体学员到

了主席纪念馆、 主席故居及刘少奇

故里等革命圣地， 进行实地参观和

现场教学。

18

日，学员们到了蔡和森

故居、湖南第一师范、橘子洲头毛泽

东雕像等革命圣地， 进行实地参观

和现场教学。

橘子洲头， 学员们在青年毛泽

东的巨型雕塑像前拍照留念。 毛泽

东雕塑是用花岗岩雕成的，高

32

米，

长

83

米， 宽

41

米， 总面积

3500

平方

米。 通过逼真细腻的表情刻画，雕塑

展现出一个在橘子洲头沉思的毛泽

东，表现青年毛泽东的“心忧天下”；

雕塑的基座设计成毛泽东的肩膀，

是一个占地

1000

多平方米的巨大山

体，用来表现毛泽东的“胸怀大志”。

19

日上午，王赞新教授为学员们

讲授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走

向》。下午返程，

5

天的异地培训活动结

束。学员们纷纷表示，在长沙开展的党

性教育很有意义， 受到了一次深刻的

革命传统教育， 毛主席的崇高精神和

风范也激励着我们共产党员要不忘初

心，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

程中奋勇前行！

市委党校第53期科干班

赴长沙异地培训圆满结束

本报讯

（

方石泉

记者

洪鹏

）记

者从婺源公安获悉，近日，婺源县公

安局治安大队以扫黄扫赌百日攻坚

会战为契机，在辖区派出所、巡特警

等相关警种配合下， 成功打掉一个

组织卖淫团伙，行政处罚

5

人，刑事

拘留

1

人。

9

月

30

日晚

10

时

30

分许，该局治

安大队接到指令， 称县城文公北路

徽玉宾馆附近的出租房内有人从事

卖淫活动。 接到指令后，治安大队立

即组织民警迅速赶往举报地点进行

查处。

为了进一步摸清团伙的情况，

民警对该按摩店进行了长时间蹲守

观察。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民警发

现这个以按摩为由的卖淫窝点，店

内没有任何按摩的设备， 只有几张

凳子、 几个衣着暴露的女子和一名

男性， 男性时隔几分钟左右便探头

出来望望风， 看看小巷子里有没有

陌生人出没或者是特别的事情发

生， 而女性在接到电话后不时进进

出出，也有男子进出店内。

在掌握到确切的证据后， 民警

立即对该出租房进行了突击检查，

当场查获一起卖淫嫖娼现行， 并将

店内的

4

名女子带回办案区。 经过审

讯，一个以外号“老三”为头目的组

织卖淫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通过进

店交易和微信招嫖的方式进行卖淫

活动， 嫖资由老板和卖淫女按照事

先约定进行分成。 期间，违法人员对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 犯罪嫌疑人胡某因涉嫌

组织卖淫被依法刑事拘留，王某、文

某、黄某、叶某、胡某等

5

人被依法予

以行政处罚，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此案的成功侦破，是婺源县公安

局扫黄扫赌工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成

果， 严厉打击了卖淫嫖娼违法犯罪

活动，有效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

婺源打掉一起组织卖淫案

本报讯

（

李以民

记者

刘小

国

）

“税务部门的培训非常及时，

税务专家讲解非常详细， 把我先

前的疑问全部解答了。”鄱阳县某

公司会计王兴来对该县税务局举

办的新个税政策专场培训会连连

称赞。 为帮助广大纳税人尽快熟

悉和掌握个税新政， 让纳税人尽

享改革红利，近日，鄱阳县税务局

分批次组织了辖区内企事业单位

办税人员个税新政专题培训。 此

次培训紧扣“新个税政策法规解

析及操作培训”这一主题，特派了

业务熟悉、 授课经验丰富的人员

组成专家讲师团

10

人， 从纳税人

关心的个税改革亮点、 税率适用

政策、 过渡期政策执行和自然人

税收管理系统新扣缴客户端的操

作等方面入手， 进行了详细而又

通俗的讲解。 培训会上采取举例

子教学和问题情景模拟的形式，

让财务人员便于解决具体问题，

学员纷纷表示很实用， 取得了积

极的社会成效。

据悉，该局还通过纳税人

QQ

群、微信群、公开栏、报纸、大厅显

示屏、公园显示屏、公交车广告系

统、电视台、“互联网十

N

”等多渠

道宣传个税新政， 强化办税服务

厅导税人员个税新政业务培训，

认真落实首问责任和一次性告知

等制度，切实做好引导、辅导和相

关政策解答工作。发放新个税政策

宣传纸质资料

1500

多份，走访纳税

人

980

多户。 新个税政策专场培训

班开办了四期，共计培训

530

人次。

鄱阳县税务局

多渠道宣传个税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