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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办“就业服务 580”国庆专场招聘会
100 余家大中型企业进场揽才 达成就业意向 2805 人
荆门晚报讯 （记者张文 通讯员郑群
丽 王皓鸾 ）9 月 30 日， 我市在太平洋百
货广场成功举办“就业服务 580”（就业服
务我帮您）行动国庆专场招聘会，喜迎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帮促企业用工和劳动
者求职充分对接，着力稳就业、惠民生。
此次招聘会以“不忘初心系民生 勇
担使命促就业”为主题，由市人社局主办，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办，市就业局及东宝
区、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人社局承办。 当
天，共组织福耀玻璃、玲珑轮胎、稳健医疗
等 100 余家大中型企业进场， 提供生产
普工、业务跟单、人事招聘、管理研发等多
类别就业岗位 3250 个，为劳动者就业提
供了充足的择业空间。
为进一步满足节日返乡劳动者和有意

转岗人员的求职需求， 让用人单位和求职
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沟通交流、互选互认，主
办方在招聘会首次实施更加人性化的延时
服务，在做好白天招聘活动基础上，在晚上
8 点前继续开展夜市招聘活动， 有效提升
了用工就业对接效果。 当天，累计吸引 1.1
万余名劳动者进场求职， 达成就业意向
2805 人，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局面。

东宝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全新启用
荆门晚报讯 记者郑波 通讯员路天成

（
）近 棋牌室、台球室、图书阅览室、书画摄影室、手工
日，东宝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年大学）正式启 创作室、茶艺室、心理咨询室等。 室外健身场所
用，为全区离退休干部和广大老年朋友提供了 有门球场、羽毛球场，安装有固定的三人蹬、骑
一个全新的活动场所。
马机、太极推揉器、三位把腰器、三联太空漫步
东宝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年大学）位于金 机等多种健身器材。 该中心的启用为全区离退
虾路，按照全省老年大学建设规范要求，分为室 休干部和广大老年朋友提供了一个更新知识的
内和室外活动场地， 室内有综合楼、 活动楼两 课堂、文化娱乐的场所。 同时，提高老年朋友的
栋。 综合楼设有多功能健身休闲厅、舞蹈室、展 “
文化素养和身心健康”，让老年朋友们
“
老有所
览室、教学室、乐器室，活动楼设有党员活动室、 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国庆期间全市工业运行平稳
荆门晚报讯 （记者胡于梅 通讯员鞠强忠
李飞宇)晚报记者昨从市经信局获悉，国庆期间，
全市经信系统坚持应急值守制度， 加强工业生
产运行调度组织工作， 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
经营中的问题，确保假期工业运行平稳。 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 59 亿元，同比增长 9.3%。
国庆期间， 全市 1041 家规模以上企业
101 家因为环保、安全等原因停产，148 家企业
坚持生产，792 家企业 10 月 4 日恢复生产，10
月 8 日所有企业生产转入正常。 全市工业生产
安全有序，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坚持生产
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石化、磷化、建材等行业。 石
化方面，荆门石化加工原油 9.8 万吨，实现产值
4.9 亿元。磷化方面，新洋丰生产复合肥 10.5 万
吨，实现产值 2 亿元。 建材方面，葛洲坝荆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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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水泥 6.5 万吨，实现产值 1500 万元。 其他行
业方面，京山轻机实现产值 2900 万元；京和米
业生产大米 4200 吨，实现产值 1176 万元。
在电力供应方面，“十一”期间，全市电网
运行平稳，日平均用电量 2347.1 万千瓦时，其
中工业日平均用电量 1080.7 万千瓦时。 节前
国电长源荆门热电厂、华能荆门热电公司等两
大电厂对机组进行全面安全检查，保障了假期
电力正常生产。

同时， 现场同步推出网上就业局展示
推介、就业创业培训、就业扶贫宣传、创业服
务指导、就业政策咨询及业务受理等多元化
服务，开展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业务办理
2000 余人， 发放就业政策宣传资料 8000
余份， 进一步提升了就业创业服务质效，增
强了信息化智慧就业服务的影响力和覆盖
面，激发各类劳动者就业热情和信心。

漳河新区城管局：

多措并举保障国庆期间市容环境
荆门晚报讯 （记者刘国锋 通讯
员陈妍妍 ）国庆节期间，漳河新区城
管局采取
“
领导带班，重点布防，专人
值守，管控结合”的方式，多措并举，
全面加强城市管理工作，给市民和游
客提供干净、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
国庆节期间， 该局每天由 1 名
局领导带班， 加大一线巡查和管护
力度，延长管控时间，督促加强人工
清扫保洁和市政园林管护， 共出动
环卫作业车辆 1000 余车 （次），每
日道路机械化作业面积约 234 万平
方米，清理“牛皮癣”、小广告 10 余
条，清运生活垃圾 700 余吨、无主建
筑垃圾 50 余吨， 绿地保洁 88.2 万
平方米，清理落叶 4 车，植物浇水抗
旱 273 车， 查处市政园林违法案件
3 起。 同时，切实加强城区各主次干
道、万达广场、生态运动公园周边等
人流密集区域的市容秩序巡查和管
控， 规范夜市出店经营 50 余处、取
缔流动摊贩 150 个。 加大违法建设
防控巡查力度，紧盯重点区域，做到
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有效遏制了节
日期间违法抢建行为， 确保违法建
设 零 增 长 ，10 月 2 日 即 查 即 拆 1
处， 拆除谭店村八组危房改造超面

积建设 60 平方米。
根据全市大气污染防治
“
百日攻
坚”工作的统一安排部署，该局节日
“
零点行
期间还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
动”，出动执法人员 100 余人次，巡查
工地 16 个， 查处建筑垃圾和散装货
物违法违规车辆 9 辆，检查各类烧烤
店、烧烤亭 12 个。漳河新区市容环境
卫生服务中心组织队员在漳河大道、
深圳大道蹲点值守，对辖区在建工地
和夜间渣土运输车辆全面巡查，确保
无抛撒污染路面行为；漳河新区综合
执法大队组织队员对万达广场周边、
凤袁路、 凤翔路烧烤店进行巡查，确
保油烟净化设施运行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