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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日，报考市直事业单位考生面试
地点：市龙泉中学 3 号教学楼
荆门晚报讯 （记者张文 通讯员官昌
龙） 荆门晚报记者昨日从市人社局获悉，

2017 年荆门市直（含漳河新区、屈家岭管
理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将
在 8 月 11 日至 12 日进行， 地点为荆门
市龙泉中学 3 号教学楼（海慧路 38 号，北
大门进入）。
本次招聘经招聘单位或其主管部门
进行现场资格复审， 共有 282 人进入面
试，其中市直教育系统 60 人、荆门市直事
业单位 167 人、 漳河新区事业单位 15

人、屈家岭管理区事业单位 40 人。
市直教育系统面试时间为 8 月 11 日
（8：00 开始至结束）， 市直其他事业单位
及漳河新区、屈家岭管理区事业单位面试
时间为 8 月 12 日（8：30 开始至结束）。
市人社局提醒：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
证原件、笔试准考证参加面试。 此外，考生
务必于面试前一天 17 时前到考点熟悉考
场， 面试当天 7：30 前到达考场所报考岗
位的面试候考室， 开考前 10 分钟未到达
候考室的，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两证整合提速荆门引才工作——
—

我市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
荆门晚报讯（通讯员王政 记者张勇）

昨日， 市外事侨务旅游局向媒体透露：今
后， 我市将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管理制度，包括荆门在内的荆门 8 个市级
外国专家局列为全省首批获得授权单位，
负责具体实施
“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的单
位注册、预审、受理、审查工作，经省外国专
家局网上审批后负责制证、 发证， 并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负责辖区内
的行政许可监管和违法行为查处工作。
据悉，经国务院审改办批准，原由人
社部负责的“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和国
家外国专家局实施的“外国专家来华工作
许可”， 已于 2017 年 4 月 1 日起整合为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由国家外国专家
局作为中央业务指导部门负责具体实施。

经过系统调试，荆门市外国专家局已
于 6 月上旬开始实施此项工作，用人单位
和被聘外国人仅需在荆门本地即可将所
有手续办理完成。 截至目前，共对 5 所学
校、培训机构聘用的外籍教师和 3 家企业
聘用的技术专家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国人工作许可证”8 张、“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6 份。
我市获得
“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办理
授权，将有利于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特别是
企业更加积极地引进外国人才并充分发挥
外国人才作用，统筹和提升对来荆外国人的
管理与服务水平，从而进一步优化荆门投资
环境，延伸人才服务内容，对促进荆门产业
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科教文卫事
业与国际接轨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微信缴电费”好使不？ 先体验体验
市消委邀 20 位市民参与并建言
荆门晚报讯 （记者代忠勇） 昨日上 微信支付很受欢迎，市消委了解到，使用
午，市消费者委员会、国网荆门供电公司 微信缴电费方式的人已经有了一定的比
联合启动“微信支付电费体验月”活动。 例。 推广微信缴费，条件具备，时机成熟。
20 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消费者代表，将进
为此， 市消委委托供电部门， 邀请
行一个月的消费体验， 并将体验感受结 20 位消费者代表参加体验。 薛旭东说：
“
到底好不好用？ 经营者说了不算，消费
果及时、如实反馈。
市消委秘书长薛旭东介绍，以前，用 者说了算。 请各位参加体验的消费者有
现金缴电费要跑路、要排队，花时间、费 感而发， 然后把这种感受反馈给供电部
精力， 银行代扣电费又在部分消费者中 门，传播给更多的市民。 ”
引发误会，市消委及时与省、市两级供电
据了解，目前，国网荆门供电公司正大
部门沟通， 供电部门及时做了针对性的 力推行线上缴费模式，包括电 Ｅ 宝、掌上
改进。整个 7 月份，实现了零投诉。目前， 电力 APP、95598 网站、支付宝、微信等。

首届湖北体育美术展本月展出

我市 12 件版画作品参展
荆 门 晚 报 讯 （记 者 魏 燕 莉 ）8 月 8 日 次荆门参展作品包括：宫建国、宫臣版画《突
至 14 日，首届湖北省体育美术展将在湖 出重围》，陈晓春版画《丝路上的欢笑声》，蔡
北省美术院美术馆展出。
宛彤、郑凡琦版画《骑乐无穷》，吴海凤版画
本次展览由湖北省体育局、湖北省体 《炫舞空间》，苏娟版画《冬至》，赵琳版画《追
育总会、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办，共展出作 梦》，池沙农、吴小卓版画《逐浪》，吴慧玲版
品 83 件。 我市选送的作品有 13 件正式入 画《博克》，王方建版画《相约》，邢常功版画
选参展，其中荆门版画成绩突出，全省共入 《聚千钧》，何培敏版画《混合队》，王万福版
选版画 15 件，荆门版画就占了 12 件。 此 画《奔逸绝尘》和李茂林水彩《聚集》。

刮刮乐 8 月大动作，快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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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 40 多摄氏度的高温，炎热的八
月来了。 为了安抚高温天气所带来的浮躁
感，今天小编给大家送清凉啦！
这个八月， 湖北福彩为了抵抗炎炎夏
日，各种好礼轮番上阵，以“热销”来对付
“
热天”，以
“奖金”来对付“
晒伤”。
活动内容
时间：8 月 3 日至 8 月 31 日
地址：湖北省各大福彩投注站

凡购买湖北福彩刮刮乐彩票， 单张彩
票中 10 元者，扫描枪兑奖后除中得该票奖
金外，还可通过手机扫描促销海报二维码，
下载利彩 APP（前期已经下载过利彩 APP
的彩民无需重新下载），扫描中奖彩票保安
区信息进行报名。 在第二天系统审核验证
通过后， 系统会自动向彩民发送短信提示
彩民所获得的 2D 号码。 凡发送的促销号
码与当晚电脑票 3D 开奖号码后两位完全
一致， 即中幸运奖， 奖金 1000 元。 手机
APP 将推送中奖通知并发送短信提醒。
活动安排
信息提交、号码下发时间：

☆ 促销活动期间，彩民促销报名提交信息
截止时间为每天 24:00；
☆ 2D 促销号码下发时间为第二天 20:00
前，系统审核通过后下发至彩民手机。
站点操作要求：

为保证促销工作顺利进行， 避免出现
遗漏，各投注站在彩民购买刮刮乐中奖后，
须及时通过扫描枪兑奖，对单张彩票中 10

元奖的，应立即告知彩民参与促销活动。
2D 号码赠送规则：
赠送号码范围为 00-99，共 100 个号
码为一组，系统随机赠送。 一组号码赠送完
毕后，再赠送下一组号码。
中奖了又该怎么兑换呢？ 别着急，跟随
小编向下看
兑奖及结算办法
彩民兑奖：

彩民中幸运奖后， 根据系统提示完成
个人关键信息身份认证后， 携带本人身份
证原件及安装促销 APP 的手机至市州福
彩管理站、县市管理分站兑奖。 兑奖有效期

为自中奖次日起的 14 个自然日。
福彩机构兑奖：

市州管理站、县市管理分站在核对中奖
人身份证件、手机中奖提示、兑奖页面中奖
明细等确认后，按财务流程办理奖金兑付手
续。 打印兑奖单两份，由彩民签字确认并粘
贴彩民身份证正面复印件， 完成兑奖工作。
奖金由各管理站、管理分站先行垫付。
垫付奖金拨款：

促销活动结束后，管理站审核所属各地
兑奖明细后上报省中心，省中心即开票部统
计核实奖金兑付情况， 报经中心领导审批
后，财务部将垫付兑奖款项拨付各管理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