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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
的原则，组织实施分支机构2021年度人员录用招考
（招聘）工作。现将玉环地区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考岗位
1.招考单位：玉环市支行；
2.专业：会计专业1名；
3.招考单位特定要求:（1） 最低服务期限 5年；

（2）本地生源优先。
二、招考对象
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的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

生（以下简称“应届毕业生”，不含定向培养、委托
培养毕业生），具有商业性金融机构、经济部门及相
关专业工作经历的社会在职人员（以下简称“社会在
职人员”）和留学回国人员。

2019年1月1日以后取得国（境）外学位的留学
回国人员，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可以按照应届毕业生
报考。

三、报考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品行；
2.年龄在18周岁到35周岁之间（1984年10月10

日至2002年10月10日期间出生）；

3.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其他条件详见官网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招录公告。
四、报名及注意事项
1.本次招考报名全部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

不设现场报名。报考人员可以通过以下网站进行报名
（10月 10日上午 10:00正式开通）：http://zhaopin.pbc.
gov.cn

报考人员可以通过以上网站查询资格审查结果、
下载打印准考证和报名推荐表以及查询相关招考信
息。

2.报名时间：2020年10月10日10:00-10月19日
22:00

3.考试时间：2020年 11月 7日上午 9:30-12:00，
其中，9:30-10:30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10:30-12:00
为经济金融专业知识（或申论）考试。

招考详情请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官网:http://www.
pbc.gov.cn/rmyh/105208/4107066/index.html

如有其它问题请联系中国人民银行玉环市支行。
电话：0576-87222525，13306768605。

中国人民银行玉环市支行2021年度人员招考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玉环市支行
2020年10月13日

为确保2020年10月全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顺利进行，给考生创造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决定在考试期间对玉环中学、楚门中学、玉城中学考点周边相

关路段采取交通限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交通限制时间：10月17日上午7：30——11：00
二、交通限制路段：

玉环中学

珠港大道至玉环中学前门路段，环礁村至玉环中学前门路段，城兴路至玉环中学前门环玉桥路段；

楚门中学

楚门南兴东路（沙河桥至城东桥路段）；

玉城中学

玉城街道玉兴东路康育路至榴岛大道玉城中学路段；

以上路段禁止机动车辆通行。

三、出行车辆须根据交通限制规定提前选择路线，并严格遵守城区禁鸣喇叭规定。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

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特此通告

关于玉环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期间
采取交通限制措施的通告

玉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10月10日

垃圾分类，对于今天的人们来
说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我市自
2017年年底下发《“垃圾革命”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以来，已经过
去 3年，记者走访多地发现，我市
垃圾分类现状仍不容乐观。

玉城街道新世纪小区是一个开
放式小区，有 2幢楼、10个单元、
90多户人家，小区内有两处垃圾集
中存放点，其中一处放着 4只垃圾
桶，2只绿色，2只灰色，分别代表
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但 4个垃圾
桶内实际情况却是各种各样的垃圾
杂糅在一起；另一处垃圾存放点只
放了 3个绿色垃圾桶，角落里还倒
扣着一只未使用的灰色垃圾桶，完

全没有分类的迹象。此外，记者注
意到，该小区大部分垃圾桶上的标
志标识都已十分模糊，有的垃圾桶
则完全没有印制浙江省统一制定的
垃圾分类四分法划分标志。

同样是开放式老旧小区的垟青
小区，虽然在各个岔路口都放置了
绿色和灰色两种颜色的垃圾桶，但
记者转了一圈，并未在小区内看见
垃圾分类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牌。小
区居民告诉记者，他们已经习惯了
用一个垃圾袋收集垃圾，再拎出去
扔掉，“我们平时都是看到哪个垃
圾桶空就扔到哪里，没人跟我们说
过垃圾分类，我们也不懂怎么分
类。”该居民说，由于不懂，所以
大家在投放垃圾时从来不会分类。

据了解，根据台州市《关于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项工作督查的通
知》，住宅小区应在其进出口或者
垃圾集中放置点设置可回收物、易
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四分
收集容器，考虑到各个小区的实际
情况，我市垃圾分类办要求住宅小

区内至少配备一套四分桶，并设置
分类投放引导牌，再根据人口、距
离等因素，在单元楼道口等地方合
理放置一组易腐垃圾与其他垃圾的
两分桶。显然这两个小区的垃圾分
类情况还存在诸多问题。

走访中，记者发现，垃圾分类
不仅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市场商
超的重视度也远远不够。

在玉城街道环城菜市场，各个
摊位通道前都摆放了一只蓝色塑料
垃圾桶，不管是烂菜叶、生鲜内脏
等易腐垃圾，还是泡沫纸、塑料包
装袋等其他垃圾，统统都被扔进这
只垃圾桶。

记者询问市场内的商户发现，
有的商户对垃圾分类知之甚少，有
的商户则认为市场应有专人负责分
类。随后，记者在后门找到了该市
场的垃圾运输车，里面装着市场里
产生的所有垃圾，无论是易腐垃圾
还是其他垃圾，一概是混合收集运
输。

在市场一角，记者看到了垃圾

四分法则的宣传栏，不过宣传引导
牌上的名称和物品却是“驴头不对
马嘴”——根据浙江省去年发布的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废电
池、杀虫剂等分明是属于有害垃
圾，而引导牌上却出现在易腐垃圾
桶的标识下方。

据悉，今年 8月份，市市场监
管局曾针对全市农贸市场召开过推
进垃圾分类的培训会议，培训过
后，市场负责人却没有按照要求跟
进落实。“目前，商户和居民的分
类意识较为薄弱，也感受不到全民
动员的分类氛围，设施设备存在很
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各个职能部门
在宣传引导上还是要加大力度。”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政策指导组组长林明义说，解决
垃圾问题绝不是一个人、一个社
区、一个单位的事，希望各部门单
位以及全体市民共同出力、共同参
与、共同行动，将垃圾分类观念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苏一鸣刘志华

垃圾分类现状不容乐观

市民意识有待提高

作为解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
里”问题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
公共自行车因其便捷、经济、绿色
的属性受到老百姓的喜爱，但是这
几天，有市民致电本报热线称，楚
门一些公共自行车站点的车辆常常
无法借车和正常还车，给出行带来

了诸多不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记者前往现场进行了调查。
10月 13日上午，记者来到楚

门派出所附近的公共自行车站点，
这里是市民反映的存取车比较困难
的站点。记者用市民卡将该站点内
停着的 8辆车都刷了一遍，其中有
3辆车无法取出。为了排除“市民
卡存在问题”的可能性，记者又邀
请了两位市民参与试验，奇怪的
是，有的车上一个人刷卡能取出，
换一个人换一张卡却无法取了；有
的车第一次刷提示“请选择其他车
位”，多刷几次又能取了。对于这

种时好时坏的现象，市民称不是第
一次见到了。

“有时候同个桩位，上午刷能
取车，下午刷就不能取了，我们也
不知道为什么。”市民邵女士表
示，除了取车存在问题，她也遇到
过几次还车后继续扣费的现象。

“急需用车的时候，刷了两三
辆刷不出来，确实很恼火。”市民
王先生说道。

随后，记者拨打了站点内的热
线电话，不久后就有维修人员来检
查。在确认其中一个车桩锁控存在
问题后，维修人员随即进行了更
换。但对于其他几个桩位取车时好

时坏的现象，维修人员表示这可能
与系统老旧有关，系统问题他们暂
时无法解决，但是如果市民借、还
车碰到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联
系他们到站处理。

当天，记者还走访了南兴路建
设银行附近、楚门中心菜场等多个
站点，各站点均存在此类现象，虽
然说这辆车不能借可以换一辆，被
多扣费或者取不出车也可以打电话
解决，但这样的使用体验让老百姓
直呼烦心。“希望有关部门，尽快
排查故障、完善设施，让楚门镇的
公共自行车更好借、更好骑。”市
民王先生呼吁道。黄潇以王凌轩

公共自行车借还车费劲让人闹心
市民呼吁相关部门及时维修

近日，本报接到热心市民爆料
称，清港镇绿地康盛小区有人长期
占用公共停车位，既影响市民停
车，又影响市容市貌。

接到爆料后，记者就前往现场

一探究竟。
该公共停车区位于清港镇下湫

村绿地康盛小区与 226省道之间的
绿化带附近，在现场，记者看到，
6个停车位被一堆防火砖占用，还
有 3个停车位上散落了不少碎石，
一旁的绿化带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
坏。

采访中，记者发现，有多辆私
家车想将车停在该区域的停车位
上，但却不得不掉转车头另寻车
位。“这么多东西堆在这里，车都
没办法停，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好找

停车位，希望有关部门可以管一
下。”市民黄先生说。

这些防火砖是谁存放在这里
的？存放多久了？为何占用停车
位？记者向附近的居民了解了相关
情况。附近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
这些消防砖是一个经营户放在这里
售卖的，卖完后会马上补货再堆起
来，有时候半夜还在卸货，噪音还
影响居民休息。

记者在防火砖上找到了经营户
的联系方式，随后电话联系了该经
营户。经营户表示，停车位所在的

位置，土地属于下湫村，当时租借
给绿地康盛小区，现在下湫村要收
回这块土地，所以自己就将防火砖
放在这里，如果绿地康盛小区把这
块土地买走，那他马上就将这些防
火砖搬走。

而附近居民表示，该地块位于
226省道旁，防火砖堆放起来不仅
不方便车辆停放，还影响市容市
貌，希望相关部门能重视起来，找
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本报也将持续关注。
郑琦琪刘志华

公共停车位被私人占用
市民盼望尽快合理解决

微信可支付公共停车位停车费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咨询：玉城街道的的公共
停车位的停车费能否通过微信公众号支付。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回复：玉环城区智能泊车系统，在 2018
年9月已经开通微信公众号支付。车主只需关注微信公众号“玉
环智能泊车”，就能进行微信公众号支付。具体操作如下：1、
标签车辆，点击“我的标签”，再点击车辆绑定，接着输入车牌
号与手机号码进行车辆绑定，绑定成功后就能进行标签充值。
2、无标签车辆，离开车位之后，点击“欠费补缴”，输入车牌
号码，点击查询费用，就能进行缴费。

人行道破损影响通行，立即处理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黄泥坎隧道入口
（黄泥坎往玉环方向）进去50米左右，该处人行道路面铺设了石
板，现该处石板掉落到旁边缝隙里导致人行道留下半米深的大
坑，影响行人通行，建议及时处理。

市交通运输局回复：接到投诉，我局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前
往现场对破损人行道进行维修，目前已修复完毕。

转学至省外，学籍如何办理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咨询：其小孩原在玉环就
读初中，现要转学至江西，现咨询如何办理转学籍，是否需要
前往教育局盖章。

市教育局回复：根据相关规定，省内省外学生转学的，只
需到原学校领取学生基本信息表，交到现就读学校即可，不需
要教育行政部门盖章。外省学生如需盖章的，可以拿现就读学
校转学审批表到原就读学校的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路灯不亮，及时修复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坎门街道建工路92
号门口及周边有十几盏路灯不亮，该情况已存在一段时间，影
响夜间通行，建议及时修复。

市路灯管理所回复：经工作人员现场勘查，反映的内容属
实。目前该处路灯已修复。

“前 前 后 后 投 了 240 多
万元，现在却不能营业，这
么久的心血都泡汤了……”
谈起自己开美容院的经历，
玉城的陈女士红了眼眶。

2018年 10月，陈女士买
下了新城吾悦小区一间二
楼、190 平方米左右的商品
房，想要装修一下开一间美
容院。今年3月，陈女士开始
装修新房。历时4个月，美容
院装修好了，设备也买齐
了，物业却告知陈女士，小
区内不能开美容院。

“别的小区也有开美容
院，为什么我不能开？”带着
陈女士的疑问，记者询问了
新城吾悦小区的安保人员，
对方表示，由于该小区是封
闭式小区，外来人员进入小
区不便管理，且陈女士开店
这事很多小区业主也不同意。

那么小区里面究竟能不
能开美容院？记者咨询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后
了解到，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 第七十七条规
定，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
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
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也

就是说，陈女士在得不到物
业和小区其他业主同意的情
况下，是不能进行美容院经
营的。

得知小区里确实不能开
美容院，陈女士表示非常委
屈，她说，当时买房时，销
售人员明确告诉她小区三楼
以下可以开设美容院，否则
她不会买下这套房。“我当时
买房就说了我要开美容院，
那个销售人员给我推荐了这
栋正对着小区大门的住宅
楼，方便顾客进店消费。”陈
女士说。

而 当 记 者 致 电 销 售 人
员，对方却表示自己当时已
经告知陈女士如果后续物业
不同意，可能无法开店。陈
女士无法提供当时的聊天记
录，两年前买房时销售究竟
有没有误导消费，也不得而
知。

投入两百多万，前前后
后忙了两年，店却没开起
来，陈女士只能懊悔自己在
买房装修前没有了解好相关
的法律法规，“只能想办法把
这套房卖了，再考虑重新开
店的事情吧。”陈女士无奈地
说道。 黄潇以 王凌轩

小区买房开美容院
怎料未开业被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