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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
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
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
山上！……”

巍巍太行，壁立千仞。
这里，曾是八路军第一个敌后

根据地诞生地，八路军总部等重要
机构长期驻扎在此，留下无数团结
御侮、血战到底的英雄壮歌。

斗转星移，革命先辈用生命和
鲜血孕育的太行精神，深植于这片
热土，不断书写感人篇章。

同仇敌忾 勇敢顽强

秋日的太行山脉，层林尽染、
景色壮美。

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沦陷，中
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毅然奔赴
山西抗日前线，在太行山上点燃了
抗日烽火，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
长期驻扎在太行山区，领导和指挥敌
后抗日军民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
西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进行
艰苦卓绝的斗争。

平型关战斗、雁门关大捷……
一个个重大胜利，打出了八路军的
雄威，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

战热情；一大批中华优秀儿女浴血
太行，像一盏盏明灯，照亮民族奋
斗、解放的道路。

走进坐落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
县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太行精
神，光耀千秋”八个大字映入眼帘。
纪念馆讲解员说，是中国共产党唤
醒了广大民众，引导他们同日本侵
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保卫了自己的
家园。

纪念馆后的凤凰山巅，“八路军
抗战纪念碑”巍然屹立。

曾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部
主任的郝雪廷说，抗日游击战由山西
推向广阔的平原，推向整个华北。抗
战军民齐心协力，创造出麻雀战、地
雷战、地道战、窑洞战等多种游击战
形式，使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
大海。

不畏牺牲 乐于奉献

“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太
行山，浸透无数英雄儿女的热血。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记录着这样
一组数据：当年只有14万人口的武
乡县，就有9万多人参加各种抗日
救亡组织，1.4万多人参军参战，2万
多人为国捐躯。

1941年至 1943年，晋绥边区

遭受了空前的自然灾害，加上敌人
封锁破坏、人口迁移等原因使劳动
力锐减，群众和部队的吃饭、穿衣都
出现了严重困难。

根据地群众顾全大局，为了支
援抗战纷纷慷慨解囊，表现出了感
人的爱国热忱。短短两个月里，晋
西北地区共集粮 9.04 万石，筹款
181.06万元，扩兵1.59万名，做军鞋
12万双。

“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百
姓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
尺布，送去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
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毅然送战场
……

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
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是太行精
神的基石。

“此间一切正常，惟生活较前艰
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简直不能维
持……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
事情更多了……”1942 年 5 月 25
日，写下这封家书3天后，八路军副
参谋长左权在掩护总部机关突围中
壮烈殉国，年仅37岁。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
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
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在艰难的
抗战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
的抗日军民，以无比的勇毅、无畏的

牺牲、无私的奉献，在太行山、在一
个个抗日根据地，竖起了一座座英
雄的丰碑。

百折不挠 艰苦奋斗

时光是忠实的见证者，也是伟
大的书写者。

当年，太行军民在英勇抗敌的
同时，创造性地开展了敌后根据地
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为打击敌人、
巩固根据地，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
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太行儿
女弘扬伟大太行精神，书写了改天
换地、奋发图强的历史新篇。

1960年2月，太行山上的开山
炮声，拉开了河南林州“十万大军战
太行”的序幕。没有工具自己制，没
有石灰自己烧，没有炸药自己造……
终于在1969年建成了“人工天河”红
旗渠，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共产党员申纪兰用一
生见证着共和国的每一次进步。在
她的推动下，西沟村在全国率先实现
男女同工同酬，为我国制定按劳分配
政策和法律作出了试验性的贡献，男
女同工同酬正式写入宪法。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李保国，始终不忘自己是共产党
员，是农民的儿子，35年奋战在太行
山区，以自己的科技创新成果让
140万亩荒山披绿，让10万农民实
现脱贫致富，被誉为“太行山上的新
愚公”。

……
如今，太行山区不断加强生态

治理，沿着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迁
移路线一路前行，一幅幅“山里有美
景，山上有产业，山下有新居”的美
好画卷徐徐展开。

山西兴县是抗战年代晋绥边区
政府所在地。2018年6月，这里往
返省城太原的列车正式通车，结束
了这个革命老区不通客运列车的历
史，百姓自此驶上致富“快车道”。

在山西左权县龙泉乡连壁村，
漫山遍野的光伏板蔚为壮观。光伏
发电让村里2000多亩荒坡荒地变
废为宝，村里一年能增收100万元。

信仰之火，引领奋斗征程。80
多年前，一首气壮山河的歌曲《在太
行山上》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团结
抗战、抗战图存的坚强意志。伟大
的太行精神之光，将照耀中华儿女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
奋力前行。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记者
余俊杰）

百折不挠 乐于奉献
——太行精神述评

遗失声明
海南省临高县新盈镇社会事务服
务中心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
本 、副 本 ，证 号 ：事 证 第
146883800150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南省湖南商会遗失海南省公益
事业接受捐赠统一收据（琼财非税
[2013]4号），收据编号:0065176-
00652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 同 福 、陈 同 永（身 份 证 ：
460031196301015212，
460031197403165232），因本人
保管不善遗失《集体土地使用证》
昌集用（2010）第乌烈1564号，《集
体土地使用证》昌集用（2010）1565
号现申请补办，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同福、陈同永
2021年10月29日

●临高县南宝镇中心学校松梅小
学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34690240006498，
声明作废。
●吴朝辉遗失长影长流（海南）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2-1601
房的购房款收据两张,收据号码:
0004351，金额为:50000元；收据
号码:0004844，金额为:437539
元，声明作废。
●王汝平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3张，房
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F6栋1406
房，收据编号为：0001755，金额:
10000 元 整 ；收 据 编 号 为 ：
0000136，金额：424477元整；收
据编号为 DF：0000353，金额：
7882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云玭遗失食品工程师证书一本，
证书编号：200310760，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粮食局工会委
员会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昌江河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24971902，特此声
明。
●于林强不慎遗失出租汽车驾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
22072419800822441X，声 明 作
废。
●林文不慎遗失海南农垦神泉集
团有限公司（南田农场）内部土地
承包合同书一份，合同编号为：神
泉 企（场 、司）内 包 字【2017】
AQ0747号，声明作废。
●陈洪不慎遗失军官证，证号：军
字第9281035号，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民主同盟澄迈县支部委员
会不慎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澄迈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J6410004957701，账 号:
46001006836053000590，特此声
明作废。
●文昌洁美家政有限公司(注册号
469005000046654)遗失公章，现
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花园小区社区卫生服
务站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6929802，声明作废。
●王琼妹遗失食品工程师证书一
本，证书编号：200310761，声明作
废。
●吴丽姣遗失食品工程师证书一
本，证书编号：200310759，声明作
废。
●贾霖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36-1002房购房相关收据3张，
编号 HNHK0010325 房款，编号
HN0086088，编号HN0072116房
款，声明作废。
●三才镇乐安村委会老田社（陵水
黎族自治县三才镇乐安村老田村
民小组）不慎遗失坐落于乐安村委
会集体土地所有证，证号：陵集有
(三)第00010号，声明作废。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出
生约有 3 个月，于
2016 年 06 月 30 日
在海口市南大桥农

行宿舍小区门口路边被捡拾。婴
（儿）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请于公
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
认领，逾期将被依法安置。联系电
话：66268012 海口市社会福利院

2021年11月2日

注销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中山社区
卫生服务站（代码5246902855275
5823F）拟向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卫生
院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铂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1460100MA5T3QL38K）决议
将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人民币减
少至15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
自见报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

减资公告
海 南 韵 药 堂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91460100MA5T4UAQ2B)经公
司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本由
10000万元人民币减至50万元人
民币。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
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减资公告
海南新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A8YL0EXX，经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股东退股，由原注册资金人民
币2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275万
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樊燕芳

联系电话：18618361536

减资公告
海环（定安）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91460000MA5TPR950B）经 股

东会议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陈纪航,18289780862。

召开股东会通知
海南启程资产管理股份公司宋立
巍占海南好饰家建材有限公司
90%股权，定于2021年11月17日
上午10时召开股东会议，1.会议
地点: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花卉
大世界海南故事民宿；2. 参加人
员:公司股东金勇强、宋立巍；3.会
议内容: 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
请各股东准时参加，届时未到视作
同意公司所作出的股东决议，特此
通知。

海南启程资产管理股份公司
2021年11月2日

召开股东会通知
海南好饰家建材有限公司占海南
申鑫房地产销售代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定于2021年11月17
日上午10时召开股东会议。1.会
议地点: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花
卉大世界海南故事民宿；2.参加人
员:海南好饰家建材有限公司、海
南启程资产管理股份公司金勇强、
宋立巍；3.会议内容:变更公司法
定代表人。请各股东准时参加，届
时未到视作同意公司所作出的股
东决议，特此通知。

海南好饰家建材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日

公告
信链（海南）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蔡于富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1003号），现依法向你及
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
系电话:0898-66751119），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
年12月17日上午九点在本委仲裁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1月2日

公告
全民数据云（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占兴窄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997号），现依法向你及
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
系电话:0898-66751119），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
年12月22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在本
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21年11月2日

减资公告
海南忆言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万
元减少至人民币2000万元，原债
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通告
朱静，身份证号4527******0317，
你以我公司名义承接并负责管理
和实际施工的东方新龙龟场
2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现因和项目发包方对你已完工程
量进行决算需要，我公司已多次与
你联系，均未果。请你自本通告登
报之日起3日内持相关的原始施
工资料及凭据，与我公司配合处理
上述项目的工程决算和施工资料
移交事宜，逾期将视为你自动放弃
全部权力和利益。
通告人：中盛万安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2021年11月1日

债权转让通知
海南纵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海口量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将
对贵司依据生效判决的债权转让
给海南海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请
贵司向海南海田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清偿债务。特此通知

海口量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7日

●东方懿盛鹏花卉园艺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A0BC54）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白驹学校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601070052740，现 声 明 作
废。
●儋州老符二手车行交易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7323401，声明作废。
●东方城东罗带新村阿五电焊店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代
码：92469007MA5T1AT934，声
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头铺幼儿园遗失
卫生保健合格证，证号：海龙卫托
幼字[2018]第062号，声明作废。
●邱坚遗失医师资格证，证号：
20142111046002719891119003
9，声明作废。
●邱坚遗失医师执业证，证号：
110460100006402，声明作废。
●洋浦明远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琼
E16586《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证
号:462000062089，声明作废。
●海南惠达众家具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江扬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
明作废。
●李亚孟于2021年10月29日遗
失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执勤证，
声明作废。
●海南生资科技开发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28407123-X）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陈达树不慎遗失《医师执业证
书 》 ， 证 书 编 号 为 ：
141460002000062，现声明作废。
●唐志理遗失食品工程师证书一
本，证书编号：200310762，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声明
海南米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
2021年10月28日在《海南日报》
办理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章、发票专用章的声明，现已找到，
恢复正常使用，特此声明。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房屋出售
出售国贸三房两厅，优越房源，位
置靠华润中心，电话18876733633

出 售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公开招租信息
现有保亭汽车站房产建筑面积约4206.19平方米（其中

站房大楼1-3层部分面积2188.71平方米、汽车站联营楼
1-3层面积802.48平方米，场地1215平方米）整体租赁，对
外公开招租。欢迎意向承租单位咨询、报名竞租。

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1月9日17:30。
报名及获取招租文件地址：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保陵路43号保亭汽车站二楼综合部（接待时间为工作日上班
时间）。

联系人：周小姐
电话：0898-83669321 15109843091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3日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2021年11月18日上午10点在本公司拍

卖厅拍卖：海南福兴源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股权项下的位
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群山村委会的两宗9803.65m2（15亩）城
镇住宅用地，公司注册资本金3500万元。不动产证号分别为：琼
（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152042号及琼（2020）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152100号。参考价8500万元，竞买保证金8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1月17日17：00交纳竞买保证金

并前来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
网址：www.ronghepm.com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美林江畔养老度假区（北区）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桥东管区，
项目于2015年12月通过规划许可，变更内容为：商业外立面、层高，建
筑管理用房等。经审查，变更方案不涉及容积率等规划指标的调整。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1月3日至11月16日）。2、公示地点：海口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
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
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
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美林江畔养老度假区（北区）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21年11月3日至
2021年12月3日止。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
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出让不接受联合体
竞买。对本公示所列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昌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提交如下申请文件：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2、意向用
地者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3、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
证件（复印件）。（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
请，不接受申请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四、经政府相关部门核
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
禁止参加协议出让：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
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
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

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五、申请递交：1、联系地址：文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海口
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15C室；2、联系人：林先生 邢女士；3、联系电
话：0898-63330100 13807610388。六、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
内若该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
（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有关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
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七、协议出让现场会举
行时间及地点：2021年 12月 3日上午10点在文昌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五楼会议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3日

文土告字〔2021〕32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协议
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2021）-28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郊镇中南水库北侧、
X183县道西侧地段

面积（m2）

81305.53
（折合121.958亩）

土地用途

科研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容积率

≤1.2

建筑密度

≤5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24米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186

人社部：

事业单位招聘不得将
毕业院校作为限制性条件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姜琳）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2日发布通知提出，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要合理制定公开招聘资格条件要求，不得
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作为限
制性条件，切实维护、保障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机会。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印发这份“关于职
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问题的
通知”，旨在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推动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参
加事业单位招聘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
等待遇的要求，促进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和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

根据通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资格条件中的
专业条件要求，应当以完成岗位职责任务所需具
备的管理能力、专业素质或者技能水平为依据，按
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专业指导目录设置，或者参
考考试录用公务员、高等学校、职业教育、技工院
校等专业目录设置，并将所参考目录在招聘公告
中予以明确。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有职业技能等级要求的
岗位，可以适当降低学历要求，或者不再设置学历
要求。在符合专业等其他条件的前提下，技工院
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报名应聘学历要求
为大学本科的岗位，高级工班毕业生可报名应聘
学历要求为大学专科的岗位。

通知还要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主要以技能
操作或技能指导履行职责任务的岗位，实际操作
能力测试在考试中的比重原则上不低于50%。
职业院校毕业生为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选手、
全国技能大赛优胜奖以上选手、全国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获奖选手（一类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决赛单
人赛项前10名、双人赛项前7名、三人赛项前5名
的选手）的，可作为高技能人才按规定采取直接考
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到与所获技能奖项相关的岗位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