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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1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

悉，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9年

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即将开始。

本次招考共有中央机关75个单位和

20个直属机构参加，计划招录1.45万

余人。

据了解， 考生报名主要采取网

络报名的方式， 报名时间为2018年

10月22日至10月31日。 公共科目笔

试定于2018年12月2日在全国各省

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个别

较大的城市同时举行。

在考录方式上， 继续对省级以

上和市（地）级及以下机构职位分别

命制公共科目笔试试题， 更好满足

不同类别不同层级机关对人才的不

同需求。 同时，突出对专业能力和素

质的测查，对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

监会特殊专业职位、 公安机关人民

警察职位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的8个非通用

语职位实行“2+X”考试模式，即除行

政职业能力测验、 申论两门公共科

目考试外， 考生还需要统一参加专

业科目考试或外语水平测试， 另有

41个单位将在面试阶段组织专业能

力测试。

记者了解到， 本次考录坚持基

层导向。 省级以上党政机关录用公

务员， 除部分特殊职位和专业性较

强的职位外，全部招录具有2年以上

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市（地）级及

以下机构职位以招录应届高校毕业

生为主， 引导和鼓励优秀高校毕业

生报考基层职位，到基层建功立业。

市（地）级及以下机构职位，原则上

安排10%至15%的计划用于定向招

录服务期满、 考核合格的服务基层

项目人员， 其中主要招录大学生村

官。

有意向报考人员可于10月21日

后登录国家公务员局门户网站（http:

//www.scs.gov.cn）和中央机关及其直

属机构201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

题网站（http://bm.scs.gov.cn/kl2019）

查询招考公告、 招考职位、 报考指

南、考试大纲、政策法规等信息。

（据新华社电）

2019年度“国考”

计划招录1.45万余人

22日起开始报名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日前，记

者从信州区消费者协会了解到，预

付卡形式消费似乎具有一定的便利

性和价格优惠， 但背后也存在较大

的风险， 预付卡消费者投诉案件主

要反映的问题集中在预付卡消费经

营主体不合法、 恶意欺诈、 虚假宣

传、强制服务、变相涨价、霸王条款、

突然关门消失、 单方面终止服务等

几个方面。

信州区消协秘书长姚建平提

醒， 消费者在选择办理预付费业务

时， 首先要明确任何预付卡形式都

存在一定的风险， 由于发卡单位良

莠不齐，诚信意识不一，特别是发卡

人“跑路”后消费者维权难以保障，

从最终情况来看， 事后维权成功率

不高。 在预付卡式消费时，应当谨慎

理性，提高防范意识。 办卡前要注意

看清经营者营业执照， 确认经营主

体资格， 看商家经营地址与营业执

照的注册地址是否一致。 办卡后看

出具发票是否与执照上的单位名称

一致。 选择证照齐全、 市场信誉度

高、经营状况好的商家。 办理预付卡

时按照自己实际需求充费。 不要被

商家宣传优惠折扣而冲动消费，尽

量不要一次充入过多金额， 以免商

家停业走人、携款潜逃导致损失。

姚建平建议， 消费者办理预付

卡时，不要轻信一些商家口头承诺，

务必要签订书面合同。 看清合同内

容。 事先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为日

后可能产生的消费争议提供解决的

途径和依据，对不合理的条款内容，

要及时纠正。 办理预付卡后，一定要

索要票据， 妥善保管好发票和消费

凭证， 一旦发生问题便于向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申诉。 金额大的消费卡，

要做好备份， 每次消费后注意核对

余额动态，以防卡内余额缺失。 一旦

发生消费纠纷， 消费者可根据相关

证据追索相应赔偿， 主动拿起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信州区消协发布消费警示

消费者办理预付卡需提高防范意识

弋阳讯

10月17日，在全国第

五个扶贫日之际， 弋阳供电公司

广泛发动共产党员服务队、 青年

志愿者再次深入精准扶贫显南

村、坞垅村开展慰问帮扶活动。

经理胡森茂、 副经理谢丽文

所带领的坞垅村服务队及坞垅村

驻村工作队到贫困户家中进行亲

切的交流。 副经理谢丽文带领公

司服务队前往坞垅村的肉牛养殖

扶贫产业， 在参观喂养肉牛的同

时， 谢副经理强调产业是区域经

济的“发动机”，致富之源、脱贫之

基，希望坞垅村能借助此机会，摘

掉贫困的帽子。书记苏万军、工会

主席俞剑雄带领显南服务队前往

显南村村委会， 了解由供电公司

扶贫的项目“雷竹养殖”基地的情

况。 得知目前繁殖基地里杂草丛

生，严重影响长势，书记苏万军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为帮助贫困户

增收致富， 亲自带队在雷竹基地

进行义务除草， 并发动全体服务

队进行基地除草。

（熊彧）

弋阳供电开展

全国扶贫日活动

弋阳讯

久久不见久久见，久

久见过还想见。又是一年重阳时，

10月19日， 国网弋阳县供电公司

离退休人员“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

老情”才艺展示在大院里举行。

展示在《太极功夫扇》中拉开

了序幕，公司党政工领导、退休老

同志和在职职工共计90余人到现

场参与活动，气氛爆棚，台上台下

互动， 掌声欢呼声， 一浪高过一

浪。展示的节目有葫芦丝独奏、舞

蹈、木兰双扇、合唱、健身气功、二

胡独奏等。

展示中， 老同志们用热情奔

放的歌声、矫健的舞姿、行云流水

的动作，用丰富多彩的活动，表达

他们积极融入社会、 融入生活的

欢快与愉悦，践行、演绎各自心中

的华夏盛世，托举梦想，增添正能

量，共度重阳节。

（庄曼钰）

弋阳供电开展

重阳节敬老活动

漫画与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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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个行家

父子俩卖肉。 父：“顾客来买肉

时，要多说些好听的话，这样总能卖

得多一些。 ”儿子点点头。 一会儿，

一个顾客来买肉，看了看说道：“这猪

皮这么厚，一定是母猪肉。”儿子不忘

父亲教诲，立刻说道：“哎呀！ 你可真

是个行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

本人何文君购公园道1号尊品13

栋2单元1501室， 由于本人保管不当，

遗失该套房购房款收据贰张，1. 购房

款收据编号：10424662，开具金额：贰

拾叁万伍仟贰佰伍拾陆元整( ￥235256

元)；2. 购房款收据编号：10160115，开

具金额：贰拾肆万元整(￥240000元)。特

此声明以上收据作废， 今后由此引起

任何权益问题和法律纠纷均与江西金

诚投资有限公司无关。

声明人

:

何文君

2018

年

10

月

22

日

遗 失 启 事

分类信息

上海道生智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江西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61100MA36W7QH6Y)

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予以注销，

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联系。联系人：

傅小姐， 电话：18170302078，特

此公告。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启 事

本 人 刘 丹 （身 份 证 号 ：

36232119840409214X）不慎遗失上饶

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票据一份，编号

为：No.0017057，开票日期：2016.08.11，

房号：8栋1813，金额：137619元，声明作

废，由此产生的责任由本人承担。

遗 失 启 事

上饶县佳盛矿业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330000331504； 开户行：工

商银行上饶市商贸城支行，账

号 ：1512207009024504557，

声明遗失。

遗 失 启 事

上饶市建安建筑工程质

量检测有限公司遗失江西省增

值税普通发票壹张，发票号码：

NO：02972179， 发票代码：

3600173320，声明作废。

遗 失 启 事

平安普惠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上饶武夷山大道分公司遗

失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

G1436112100230650I， 声明

遗失。

遗 失 启 事

上饶市鑫和建筑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4332000923101；遗

失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

G1036110100092310E， 声明

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