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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湖首场
“春风行动”
招聘会供岗 7500 余个

大企业用“六险两金”吸引人才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

应聘者仔细研究招聘资料。长江日报记者喻志勇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黄嘉莼 蔡欣星 通讯员阳文伟
欧阳）一排排红色大棚前挤满人头，企业岗位需求单发
了一叠又一叠，工作人员不停解答各种问题……22 日上
午，
东西湖五环大道广场上近 4000 名求职者热情高涨。
在 2021 年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西湖区）
首场“春风行动”招聘会上，武汉京东方、TCL 空调、中金
数谷、玫隆皇冠、艾特纸塑包装等 108 家优质企业带来
就业岗位 7594 个，
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1438 人。

家近一点，
可以兼顾小孩。
”
她直言，
二宝托亲戚照料一上
午，
但大儿子还在放寒假，
只好带出来陪她找工作。之前
她曾有工厂的从业经历，
所以主要还是咨询这一类岗位。
“很多工厂马上就要到生产旺季，
开的工资比较高。我已
经填了几个企业的表格，
再从里面挑一个最合适的。
”

“宿舍能不能晒到太阳”
在 TCL 空调器（武汉）有限公司的展台前，来自外
地的刘女士对品质检测员岗位很感兴趣。她详细询问
了工资待遇、工作时间，是站岗还是坐岗，有无五险一金
等，
招聘人员一一回复。
“住宿舍的话几人一间，
能否晒到太阳？
”
面对刘女士细
致的提问，
TCL招聘人员小骆拿了一张白纸，
在上面画了一
幅女工宿舍的简图，
为刘女士讲解。
“虽然是8人一间，
但宿
舍条件还可以，
衣服有地方晾晒，
你想晒太阳完全可以。
”
小骆介绍，工厂即将迎来生产旺季，对普工需求量

二胎妈妈带着大宝求职
“今年企业开的工资看着都还不错。”家住径河的龙
女士带着孩子走进招聘会入口的测温通道，发现已经有
不少企业展台被团团围住。龙女士的大儿子上小学一
年级，家里的二宝马上要读幼儿园，她因为在家照顾孩
子，
已经两年没有上班。
“我希望找一份工厂的工作，
时间固定，
不用倒班，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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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尤其是装配作业员。

大企业用人需求旺盛
武汉京东方的展位位于广场东南角，人气火爆，吸
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该企业本次招聘 5 个岗位的员
工，包含物流仓储、品质管控、产品检测与设备工程师。
其中，设备工程师岗位尤其受到本科学历求职者的关
注，
收到了不少符合初步意向的简历。
武汉京东方招聘人员介绍，这些岗位进入面试定级
后，综合月收入在 4000 元到 6000 元不等。随着员工后
期的定期考核，可逐步发展晋升。而且在基本的五险一
金外，公司还为员工提供商业意外险及企业年金，达到
“六险两金”
的标准。
据了解，自 2019 年投产以来，京东方武汉 10.5 代线
项目预计在今年二季度达到满产，生产劲头十足，用人
需求旺盛。

副食店“攀比”
进货烟花爆竹
三店主均被处 10 日行政拘留

长江日报讯（记者戴旻阳 通讯员周剑波 陈龙）三家相邻的路边
副食店都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春节期间，3 名店主产生“你
进货我也跟着进”的攀比心理，均购进了烟花爆竹。日前，三店主因
非法储存烟花爆竹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处罚。
2021 年春节，武汉所有城区和新城区的部分区域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黄陂区前川街、滠口街、武湖街、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汉口北商
贸区、横店街、天河街的部分或全部区域都属于禁鞭区域。去年 12
月份以来，黄陂区公安分局采取“日常巡查、夜间防控、常态宣传、定
点打击”
的工作思路，
在打击非法储存、销售、运输烟花爆竹专项整治
中取得成效。
黄陂区公安分局前川街环城派出所民警陈刚介绍，黄土公路涂
店村段有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的合法企业十家左右，该路段长期
以来是烟花爆竹销售较为集中的地区。打击非法储存、销售、运输烟
花爆竹专项整治中，民警通过步巡、车巡相结合的方式，对黄土公路
涂店村段沿线的副食店、小商铺进行反复巡查，
严防涉鞭警情。
近日，
民警在日常巡查暗访中发现，
在黄土公路前川街涂店村王
上湾沿线，
有几家副食店可能存在违法储存烟花爆竹的问题，
并迅速
向街道安监部门通报情况。
2 月 18 日上午，民警再次对黄土公路涂店村段沿线商铺进行了
暗访，
确定违法储存烟花爆竹问题确实存在。
当日下午，环城派出所会同区应急局、前川街安监办，对涂店村
王家岗沿街商业门店进行突击清查。在清查中，发现了 3 家未取得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存在违法储存烟花爆竹行为的副食零售店。
陈刚介绍，三家副食零售店都不具备销售烟花爆竹的许可证。
“查获的烟花爆竹杂乱堆放在自建的二层民房内，一楼堆放货物，二
楼住人，
且距离人员聚集点非常近，
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
行动中，民警当场收缴涉案烟花爆竹共计 125 件，并安排专用车
辆转运。2 月 21 日，警方依法对三家违法副食零售店的经营者作出
行政拘留 10 日处罚。
面对法律制裁，3 名店主后悔不已，他们告诉办案民警，春节期
间曾有流动车辆来店铺附近推销烟花爆竹，3 人产生了“你进货我也
跟着进货”
的攀比心理，
都购入一批烟花爆竹，
没想到一同受罚。
黄陂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民警彭兰霖介绍，
今年春节期间，
分局治
安、
巡逻大队及各派出所日均组织禁鞭力量106人，
成立宣传小分队28
个、
执法小分队 25 个，
共检查烟花爆竹批发零售单位 175 家，
查处违法
经营、
存储行为8起，
收缴烟花爆竹182件，
制止违规燃放行为109起。
记者从武汉市公安局了解到，自 2 月 11 日至 2 月 21 日，武汉
警方共查处涉鞭案件 76 起，依法处理违法人员 76 人，其中 12 人被
行政拘留。

解放大道黄浦大街转盘西侧护栏拆除

黄浦大街往长江二桥方向可直行了
长江日报讯（记者魏娜 通讯员李佳 张琥 武邦杰）22 日，
周一一大早，
家住黄浦雅苑的黄女士开车去徐东，
习惯性出门口
后右转上解放大道，掉头后才能上长江二桥。
“没想到今天一出
门，封闭的护栏不见了，路上的交警挥手让她直行，笔直开到沿
江大道匝道上桥。
”
黄女士说，
黄浦大街往沿江大道方向封闭了好多年，
一直都要
在解放大道上掉个头，
不太方便。毕竟右转、
直行、
左转的车流往一
个方向走，
然后在一个掉头口分流，
早晚高峰需要排半天队，
现在直
行车可以直接过路口，
不同方向的车不再互相干扰，
这样挺好。
据江岸区交通大队介绍，解放大道黄浦大街转盘是连接解
放大道、武汉大道汉口段、长江二桥、中山大道、沿江大道等多个
道路的重要交通节点，周边集中了医院、商圈、中小学校等众多
交通吸引源，
高峰时段车辆排队现象较明显。
该区域在交通优化前，转盘东侧采用信号灯控制，3 个进口
道方向轮流放行；
转盘西侧封闭，
车辆在解放大道高架桥下掉头
的组织措施。为缓解拥堵，公安交管部门拟对该区域实施交通
组织优化，
目前进入试运行阶段。
交管部门表示，
试运行期间，
解放大道黄浦大街转盘取消西侧
的封闭护栏，
北向南直行的车辆，
可直接通过转盘，
东侧入口保持禁
止左转，
与此同时更改地面标线、
增设标牌、
调整信号灯相位和配时，
目前该转盘的管控方式为4个方向推磨放行。
据介绍，目前的施行方案是该区域优化交通组织方案的一
部分，下一步，公安交管部门拟在该区域增设信号灯，调整信号
灯相位及配时，
根据试运行阶段的交通流量变化，
对交通组织方
案进行持续优化，
提高通行效率。
武汉交警表示，
广大市民如果有相关意见和建议，
欢迎积极
建言献策，
相关建议可以发送至电子信箱 JHPZQYJ@163.com。

民警查获非法储存的烟花爆竹。

为重大疑难复杂行政复议案件提供咨询意见

蔡甸将成立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

黄浦大街往沿江大道方向的车辆直行通过黄浦大街转盘。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硚口区今年将建成 10 条微循环道路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洋）
“硚口区 2021 年民生大事件中
提到，建成古乐路等 10 条微循环道路，请问具体是哪 10
条？”
近日，
网友王先生在长江网武汉城市留言板上咨询。
王先生是硚口区阮家台铁路小区居民，他向长江日报
记者介绍，硚口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将建成古乐路
等 10 条微循环道路，他和邻居们都很期待，
“小区附近新建
的楼盘马上交付，
配建的小学也建起来了，
但周边道路却不
通畅，看起来近在咫尺，却要绕路远行，迫切希望微循环道
路能尽快建成”。
对于王先生留言咨询的问题，硚口区建设局在回复
留言时介绍，2021 年硚口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建成古乐路

等 10 条微循环道路分别是：梦泽湖西路（汉西路—汉西
小学）工程、古乐路（南泥湾大道—古田二路）工程、常藤
横路（常藤二路—丰雅路）工程、丰华路（长升街—建荣
路）工程、丰茂路（南泥湾大道—长丰大道）工程、天泽横
路（天泽路—古田四路）工程、丰硕西路（园博大道—公
共通道）工程、顺道街（利济北路—民意四路）改造工程、
汉西三路（建设大道—长丰大道）工程、云锦路（京汉大
道—沿河大道）改造工程。
22 日上午，记者前往硚口区探访，在古乐路，路口竖立
的一块提示牌上写着“前方施工，
车辆绕行”
。记者看到，
道
路已分段打围，
路面坑洼不平。

“期待古乐路早日修建好，
方便居民出行。
”
古乐路附近
汉口春天惠园小区居民黄女士告诉记者，目前开车前往长
丰大道高架需走解放大道、古田二路，要绕一个大圈，而如
果古乐路畅通后，则可以直达长丰高架，能节省约 10 分钟
时间。
硚口区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列入区政府工作
报告的 10 条微循环道路计划今年建成，其中梦泽湖西路
（汉西路—汉西小学）已经启动建设，预计 4 月份完成主体
建设部分。古乐路（南泥湾大道—古田二路）工程、常藤横
路（常藤二路—丰雅路）工程等多条道路也已打围进场，很
快将动工建设。

红枫金座项目物业中标结果公告
尊敬的红枫金座项目全体业主：
根据《武汉市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及《武汉市物业
管理条例》，本项目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 11:00 在武汉市民之家 4006（5
号开标室）进行了红枫金座财富广场项目前期物业服务企业招投标
开标工作，目前评标已经完成，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并经招标人确认，
本项目前期物业服务中标人为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标结果，本项目将与中标人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特此告知。祝您生活愉快！
武汉金地普盈置业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3 日

通讯员陈龙 供图

注销公告
武 汉 市 海 外 交 流 协 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420100792419378J，拟向武汉市民政局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
该会办理相关手续。

长江日报讯（记者贾雪梅 通讯员刘路 张茜）2 月 20 日，长江日
报记者获悉，
蔡甸区人民政府批准，
同意成立蔡甸区行政复议咨询委
员会，首批委员 21 名，分别由高校法学教授、律师和相关政府部门法
制工作负责人担任。今后，该委员会将为重大、疑难、复杂行政复议
案件提供咨询意见。
行政复议是化解“官民”纠纷的重要途径，在法治政府建设中
扮演重要角色。当前，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正在
逐步凸显。据统计，2020 年，蔡甸区行政复议机关共收到行政复议
申请 41 件，符合条件依法受理 36 件，调撤率为 5.5%，工作成效走在
全市前列。
2020 年 4 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行政复议体制改革
方案》，
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拉开帷幕。蔡甸区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成立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正是贯彻落实《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
案》、奋力打造行政复议“重要窗口”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智囊团”
作用，可强化政府自我纠错、倒逼政府依法行政，为法治政府建设增
添新气象。
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成立后，将大大提高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的
质量和效率。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强调委员的专业性，既有高校科
研单位学者和律师，
还有法制机构负责人。委员发挥专业优势，
将对
“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法律适用上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
“涉
及难以把握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的案件”等情形的行政复议案件，
提供专业意见。
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成立后，将有效破解“同案不同判”等难
题。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强调委员的中立性，委员以个人名义提供
咨询意见，不受行政复议机构的干预。委员提供的咨询意见不论采
纳与否，
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均以一定方式告知委员，
并将复议决定
书送有关委员。
此外，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成立后，还将积极引导群众以理性
合法方式反映诉求，真正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可化解、权益有
保障。

遗失声明

声明

武汉市胜洪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硚口分公司遗失公

郭海湘遗失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 349 号光谷

章，
声明作废。
声明
武汉市武昌区华艺印章材料广告工作室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20106MA4JAXRJ3J，
声明作废。

新世界中心 B 地块 5 栋 2 单元 32 层 1 室的商品房权属证
明书（市 2013014442），
特此声明。
声明
武汉市汉阳区钟莎摄影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20105600063492，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