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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相关意见促进就业工作

参保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
可返还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50％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
前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
见》
（以下简称《意见》
）。
《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促进就业的重点举
措。一是支持企业稳定发展。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 50％，对其中面临暂
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
的，加大返还力度。充分发挥国
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鼓励各地
优先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
供低费率的担保支持，提高小微

企业贷款可获得性。二是鼓励
支持就业创业。加大创业担保
贷款支持力度，符合条件的个人
和小微企业，可分别申请最高不
超过 15 万元和 300 万元的创业
担保贷款。鼓励各地加快建设
重点群体创业孵化载体，支持就
业压力较大地区为失业人员自
主创业免费提供经营场地。实
施三年百万青年见习计划，将就
业见习补贴范围扩展至 16－24
岁失业青年。三是积极实施培
训。困难企业可组织开展职工
在岗培训，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不
足部分，经所在地人社部门审核
评估合格后，由就业补助资金予

企业出孵公告

以适当支持。对下岗失业人员
普遍开展有政府补贴的培训，对
其中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
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在培训期间
再给予生活费补贴。将技术技
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由企业在
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 3 年以上
调整至参保 1 年以上。四是及
时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帮扶。失
业人员可在常住地办理失业登
记，申请享受当地就业创业服
务、就业扶持政策、重点群体创
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
条件的下岗失业人员，及时落实
失业保险待遇，并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和临时救助范围。

民航首次完成
90 米低能见度起飞验证试飞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12 月 4 日晚，中国民航在
首都机场圆满完成基于平视显示器（HUD）的跑道视程
（RVR）90 米低能见度起飞首次验证试飞。这是继去年开
展 HUDRVR150 米项目后的又一大飞跃。通过 RVR90 米
起飞，可解决首都机场 80％的低能见度下的航班离港问
题，
进一步提高航班正常性，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为配合此次 RVR90 米验证试飞，首都机场还一并完
成 IIIA 类运行验证试飞，实现起飞与落地相配套，综合提
升低能见运行保障能力。首都机场实现 IIIA 类运行后，落
地标准将由 RVR300 米进一步下探至 RVR175 米，这将有
效减少雾、霾等低能见度天气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企业出孵公告

各位入孵团队，
大家好
我们是贵团队入驻的甘肃青创企业孵化基地。兹有部分入孵企业及团队违反入孵协议并且联系
不到企业法人或负责人，特此声明，我们将对部分入孵企业及团队进行出孵处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的 15 日内，若无相关企业法人或负责人联系本孵化基地，我们将确认出孵。
（异常企业出孵清单在下方）

各位入孵团队，
大家好
我们是贵团队入驻的甘肃青创企业孵化基地。兹有部分入孵企业及团队违反入孵协议并且联系
不到企业法人或负责人，特此声明，我们将对部分入孵企业及团队进行出孵处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的 15 日内，若无相关企业法人或负责人联系本孵化基地，我们将确认出孵。
（异常企业出孵清单在下方）

兰州摩勒美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甘肃顺泰碧水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云美旅行社有限公司
兰州奈尔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甘肃融兴通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欣雅饰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慧谷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正贤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坤旭祥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中辰星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环鼎恒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嘉博鑫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乡域通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秦汉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甘肃柒柒禧工贸有限公司
甘肃展宇程诚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创宇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甘肃金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星颜值医疗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众联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隐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万泽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云端央金玛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甘肃明昇祥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甘肃汉之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奇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兰州天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智博昌信商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兰州悦影绘影业有限公司
甘肃亿尔来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飞帆工贸有限公司
兰州万千汇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昊宇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兰州银利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安瑞泽消防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兰州鑫舍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兴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志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佶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星隆贸坤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众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鑫瑞奇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跃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利众劳务派遣公司
兰州印美徒户外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鼎盛时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青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兰州振东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兰州君悦装饰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聚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豪庭恒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正陇网络有限公司
甘肃微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仟憶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远达鑫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兰州互联时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城关分公司
甘肃遥航地理信息测绘中心
兰州鼎智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圣锦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信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
甘肃毅大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兰州佳玥亚健康调理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晋元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凯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兰州顺达搬家有限公司
甘肃诚敬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吉顺搬运有限公司
兰州硕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甘肃福坤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华阳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兰州啓程会议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三元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智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甘肃智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兰州英泰莱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优联众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兰州弘通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龙腾博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德缘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华俊劳务有限公司
甘肃优联众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甘肃蓝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成都圆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
甘肃叁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甘肃胜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盛世天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甘肃恒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弘和富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甘肃玉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鑫鼎盛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云龙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开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佳业园梦旅游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甘肃三和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金财互联网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方欣科技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屹海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旭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兴慧德进科贸有限公司
兰州天成法律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汉超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兴卯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江厦智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佳和会军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佳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树新典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友安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徐浩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荣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晨奕翔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益达超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俪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银溪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瀚海鲲鹏科教文化有限公司
甘肃珍丽贸易有限公司
兰州履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兰州鸿丰顺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岳胜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奥华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建昌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深圳建昌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鑫腾达防腐保温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正源中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聆音钢琴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叶之漫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珠叶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中创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康盛(北京)保险销售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鑫汇合建材有限公司
甘肃先丰实业有限公司
甘肃鑫海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匠心伟业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福斯特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宁伏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甘肃一分公司
兰州软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丹特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王牌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兰州贝佳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跃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绿源农牧有限公司
兰州中通搬家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恒翔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甘肃梦之韵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甘肃陇夏行支付技术有限公司
甘肃睿讯信息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华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辉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宏熙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砺鑫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东成永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瑞洁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青创企业孵化基地宣

静和老年公寓招聘

兰州市七里河区静和老年公寓是一家酒店式养老机构，集养老、护理、康复、文化娱乐、旅
居等一体化的修身养生场所，随公寓不断发展，现招聘以下岗位：1、护理员10名。要求有
护理经验女性（有护理培训证优先）。年龄 23—45 岁之间。2、
客服1名。女性，年龄 23—
35 岁之间，大专以上学历，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以上岗位待遇面议，
包吃住。有意者请电
话0931-2233293 18153608875 联系地址：七里河工林路 809 号（五星花园小区内）

招聘

甘肃青创企业孵化基地宣

天泰集团诚聘
保安：50 名，年龄 45 岁以下，待遇 3000 元/月
联系电话：0931-2556988 13893222995（柴女士）
13309421751（沈女士）

南关物业聘
金城管家家政 候鸟养老公司聘 七里河物业、
办公室职员（会电

服务类目：保洁、维修、保姆、月嫂、育婴师、催乳师

安宁某电力公司机关招聘夜班 长期招聘家政服务人员，18-55岁女性，持证
保安 2 名，55 岁以下，工资 2000 上岗，签正规《家政服务合同》，上保险，大平
元。招聘保洁员2名，
55岁以下，台有保障，可安排食宿，基础工资5700/月
工资1470元。工作环境良好。
孟经理 18194250069
王经理 15730986623
联系电话：
13109318699

4600 元急聘

因公司发展需要：经理 3 名.部门主任 3
名、办公室主任 2 名，中老年顾问 5 名，
员工 10 名。要求 35-65 岁之间女士优
先。工作时间早上 9:00 至 11:30 下午
2:00 至 4:00 国家节假日正常休息。
城关区万达广场旁华峰大厦 508 室
李总：17783895678 15002545853

聘

脑）男 女 不 限 ，年
龄 50 岁以下，
有物
业经验者优先。
另聘:保安、
保洁、
招
待所服务员数名。
电话:2344499

急聘人事助理 聘复转退军人

天祝天玉养殖专业合作社等 15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我局在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监督检查中发现，天祝天玉养殖专业合作社等 15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未在法定登记的住所开展经营活动，也未按照规定报送 2016 年
度和 2017 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同时我局向国家税务总局天祝县税务局
查证，发现上述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连续六个月以上没有按照税务部门规定办理纳税
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请上述 15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日内
向我局申请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的，
我局将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天祝藏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 年 12 月 6 日
附件：天祝天玉养殖专业合作社等 15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单
天祝县工商局拟吊销营业执照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单
序号

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

1

天祝天玉养殖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023X 93620623MA74TP2TXF

秦加军

2

天祝县鸣腾白牦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055X 93620623571634007X

李万新

天祝藏族自治县藏之源农副产品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111X 936206235811771611

李兴业

3

泰康保险集团诚聘

诚信招聘

天祝县金果子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132X 93620623MA74FAAU14

宋文青

620623NA000133X 936206235859303416

保广源

6

天祝藏族自治县俊山养殖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136X 9362062358593107X6

孙凤英

7

天祝藏族自治县藏羚养殖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138X 93620623MA72C8Q046

张秀兰

8

天祝藏族自治县玉锋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181X 93620623098925801N

祁玉锋

9

天祝藏族自治县华东养殖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196X 93620623053116728C

梅俊川

10

天祝藏族自治县智轩养殖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240X 93620623MA72GT93XJ

黄福寿

11

天祝藏族自治县奥鑫牧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500X 936206230977425607

付礼信

12

天祝藏族自治县富民产业园果蔬营销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605X 93620623395034597A

尹芬梁

13

天祝藏族自治县贵山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613X 93620623316053440P

李贵山

14

天祝藏族自治县富民养殖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623X 93620623316197006X

周家兴

15

天祝藏族自治县富农养殖专业合作社

620623NA000626X 936206233161557547

周营家

公司诚聘 寻人启事

赵丽珍女士（620102197802235844）因

请在登报声明后 10
业务员 2 名，男女不限，能出 多次无法联系到你，
日内速与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街道办事
差 ，有 药 品 经 验 者 优 先 。处联系，办理相关事宜。
联系电话:0931-2790534
13993148667
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街道办事处

物业诚聘

招聘网约司机

南关物业聘办公室职员（会 1.有 C1以上驾驶执照，3年以上驾驶
电脑）男女不限，
年龄50岁以 经验。无犯罪记录，熟悉兰州路况。
下，
有物业经验者优先。另聘 2.工作时间自己安排，业务饱满灵
餐饮大堂经理、
保洁、
服务员。 活自由。0931-2126999

电话: 8427112

13919496931
17693115234

社区诚聘 招 聘

招聘保安

管 吃 住 ，要 求 吃 苦 耐 某银行招聘保安（半天
劳，B 照以上，5 年以上 班），年龄 48 岁以下，有
行车经验，待遇面议， 工作经验者优先，待遇
电话:13999165444 面议。13919283598

招聘

司 机 (B 照 C 照)、叉 车 司
机、分拣工(女)，包吃住，做
饭工(女)擅长家常便饭，
40-55 岁，农村优先，工资
面议。1390948690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天祝藏族自治县森茂苗木经销专业合作社

18993146889 赵经理

保安，保洁，市场管理人员 招

聘蛋鸡饲养员

1.商务司机，要求：30～
45 岁，
工作地点：
秦安路
三中附近。工资 3500。
18189529268
1351967552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

主管、收费员、个人助理，半天工作制， 大专以上学历，25-38 岁，男女不限，有相 22-48 岁，高中以上学历，有团队技术
本公司是一家经销高品质进口水泵，阀门 25-48 岁，高中学历，享受双休三金。
关经验优先，3800-4500/月，五险一金， 精神，爱岗敬业，3800-4600/月，三金
等机电产品的企业，现诚聘：有销售经验
13919093087 曹经理
双休节假日奖金。15682741944 刘总
双休及节假日。 15682838254 崔总
业务员数名，男性，年龄 30 岁—45 岁，大
专学历，能出差，有驾照，熟悉电脑者优
先。底薪 3000 元+提成+补助 享受双休
办公室主任 1 名，
财务 1 名，
文员 2 名，
业务主任 3
5 年运营大量招聘，
数名，男女不限，工资 2000－3000.管吃住。 名，业务员 10 名，助理 2 名，电话员 3 名，内勤 3 正规平台良心保证，
日及法定节假日，购买养老保险。
名，司机 1 名。以上人员男女不限，要求 25-50 月 薪 3000 起 ，工 资 可 日 结 80-- 300
地址：定西路八冶家园 B4 栋 C 塔 2506 室 地址：大砂坪坐 502 路车到忠和镇崖川村
岁，
勤恳敬业。一经录用待遇优厚，
享受五险一 元 ，多 劳 多 得 ，可 在 家 上 班 。 电 话
电话：8628867 18993107188 马先生 电话：
金。招聘热线:13919319769
13109439868 17361618761（微信号 bb635849584）
13809319009 13893279315
片 区 服 务 专 员 ，23- 48

银行单位聘 招聘司机一名

注册号

4

招聘

诚 聘

甘肃兴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梦天湖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建辉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优联众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甘肃中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太平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兰州步云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德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西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兰州汉超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太平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甘肃鲁班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予圣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陇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予升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予翔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泽钰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宇思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康大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甘肃麒麟智远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程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庆升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思桌文化推广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安驰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甘肃阳光恒泰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盛荣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光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林下参天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德虹地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缠缠搬运有限公司
甘肃红熹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腾赫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小雨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兴旺源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逸申尚和餐饮有限公司
兰州鑫盛文体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杰安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甘肃佰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隆祥和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兰州跨越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兰州艺博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兰州易维启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能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兰州艺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嘉诺设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兰州安尔美产后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兰州筝笛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金萨克服饰皮具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天祝藏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告

聘

兰州福森木业有限公司招聘文员，
助 理 ，待 遇 优 厚 ，有 意 者 联 系
15682757576 地址:城关区高滩

招聘 招聘厨师一名

本公司需招聘业务人员数 某高校招勤杂工，服务 吃 饭 人 数 12 人 左
名，
项目管理及会计各一

员 ，配 菜 师 数 名 ，包 吃 右，每天做三餐，工
岁，月薪 3500 元，享受三 名，
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有
金 双 休 。 13919920734 工作经验的英才优先考虑。住，工资 3000-4000 元，资 面 议 ，电 话 ：
15101275058 郑经理 文经理 18215131118
13893156741 刘 13999165444

喜讯：为答谢新老客户，今晨信息特推出
温馨提示：敬请读者 查实信息 安享权益
“刊四赠一”活动欢迎刊登！
发布广告 微信扫一扫

兰州晨报分类信息小程序 官方唯一指定

发布广告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足不出户 轻松办理各种广告

微信扫一扫 在线订制 在线支付
客服电话：4662740

81505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