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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日报12月26日讯（通讯员 张
涛 朱理贤）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
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
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制度 （以下简称“三项制度”） 工作
的要求，12月23日，市司法局举办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专题培训班。各县市
区司法局分管领导、业务股室负责人及
市直行政执法法制机构负责人等100余人
参加了培训。

据悉，6月24日，由市司法局起草、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郴州市全
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
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
案》公开发布，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
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制度 （以下统称“三项制度”）
旨在聚焦执法源头、过程、结果等关键环
节，从加强制度建设和严格制度落实入
手，切实督促行政执法队伍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

“三项制度”为何推行？

早在 2015 年中办就要求将“三项制
度”列为中央深改组重点改革任务，并
在 5 年工作规划中明确分三步走：调
研、试点、全面推行。2017 年 1 月 19
日，经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 《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
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制度试点工作方案》（国办发 〔2017〕
14号）。行政执法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
关，绝大多数法律、法规规章由行政机
关来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强化
监督等关键环节，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
明、执法全过程留痕、重大行政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促进行政执法公开透明、
法制化、规范化。

落实“三项制度”的要求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行
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 〔2018〕 118号） 中明确，各地各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推行“三项制
度”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将贯彻落实“三
项制度”作为全面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
要举措抓好抓实。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当
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
征收征用、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活动中全
面推行执法“三项制度”。市司法局负责
对全市“三项制度”推行工作的指导，确
保2020年12月底前，全市各级行政执法
机关推行“三项制度”全面到位，使全市
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行政执法
行为被纠错率明显下降，行政执法的社会
满意度显著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行政法
治环境更加优化。

我市全面推行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郴州日报12月 26日讯 （全媒体记者
陈卫） 12月18日，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了解到，截至 11 月底，今年全市
查办欠薪案件 122 件，为 2341 名农民工等
劳动者追讨欠薪 4027 万元，欠薪案件、人
数、金额同比分别有所下降，未发生因欠
薪引发的群体性和恶性事件。

据了解，今年初以来，我市全面落实
中央关于根治欠薪的决策部署，下发了

《郴州市保障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

“一册三机制”工作实施方案》《郴州市查
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实施暂行办
法》《关于政府投资项目防范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的通知》 等文件，严格执行平时

“一月一排查”、年底“周调度周抽查”制
度，先后多次开展了多部门联合专项宣
传、检查行动，成功处置了一批欠薪陈
案，确保了全市治欠保支工作依法依规依
程序开展。9 月初以来，全市共排查了 297
个项目工地，督促110个在建项目开设了农

民工工资专户，规范劳动合同 6390 份，督
促 96 个在建项目设立实名制考勤系统，督
促 90 个未落实保障工资支付制度的在建项
目已全面整改。

为抓好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整
改，从 11 月下旬开始，我市开启了根治欠
薪冬季攻坚行动，以落实“三查两清零”
为工作目标，对欠薪案件分类施策，联合
司法部门开展打击犯罪攻坚行动；编印了

《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宣传手册》，开展政

策宣传，让广大农民工了解劳动保障监察
政策、投诉流程和投诉途径；开展政府和
国有企业投资在建工程“无欠薪项目”建
设，编印了 《郴州市“无欠薪项目”建设
指南》，选定了郴州高职院等 16 个项目作
为全市“无欠薪项目”试点，全面落实农
民工实名制管理、设立工资发放专用账户
等制度，从源头根治建设施工项目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

我市整治欠薪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查办欠薪案件122件，为2341名劳动者追讨欠薪4027万元

主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办公地点：燕泉北路39号
联系电话：2330789
湖南万信达科技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郴州市高新区，由万信达企业

集团投资7个亿，建立占地面积236亩的科技
园，毗邻金田湖公园，环境优美。公司为现代
化的无尘车间，冬暖夏凉，设施设备先进，主
要生产电脑包、相机包等IT辅助产品。现因
扩大生产需长期大量招聘以下岗位工作人
员：缝纫工1000名，月薪3200元-5500元；高
车工50名，月薪4000元-6500元；手工10名，
月薪 3000 元-4200 元；包装工 10 名，月薪
3000元-4200元；品检员10名，月薪3000元-
4200 元；开料工 5 名，月薪 3000 元-5500 元；
丝印工2名，月薪3000元-5500元；收发员10
名，月薪3000元-4500元。公司餐厅供应早
中晚三餐，餐费以补贴方式发放。夫妻双方
在公司工作，可享受夫妻房待遇。联系电话：
18975567018、18975567008、0735-2666000 转
8003，微信公众平台：hunanwanxinda001，公
司地址：湖南省郴州市白露塘镇高新区石虎

大道与东河西路交汇处万信达科技工业园。
湖南福瑞康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生产电源适配器，公司新开厂，

现面向社会大量招聘男女普工，女工 16-45
周岁，男工16-40周岁，初中以上学历，身体
健康，视力良好，能适应加班，按法律规定给
予加班工资，综合月薪 3000-4500 元。另招
聘：车间主管、各类工程师（QE 品质、ME
等）、会计、文员、产线拉长、仓库管理员、保洁
员（卫生）、工程部技术员（PE、ME、维修、锡炉
等）、品质管理员（IPQC/OQC等）多名，要求
有一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月薪可达
3000-6000元，具体面谈。公司包吃住，公司
有内部食堂，宿舍水电费用平摊；宿舍有专人
管理，配备热水器、风扇、卫浴间等基础设
施。有意者请携带好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2
张、1寸彩色照片2张，到现场招聘点或公司
前台进行面试，本公司不收取任何费用。联
系电话：19918709653何小姐，19918709573人
事部办公室，公司地址：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
镇台湾工业园第4栋（59路直达）。

远大住宅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长沙，已在湖南、天津、广

东等区域拥有研发制造基地。是我国第一家
以“住宅工业”行业类别核准成立的新型工业
上市企业，主要生产建房子所需的楼板、墙
板、楼梯、叠合梁等混凝土预制构件。现因生
产需求，大量招聘以下人员：普工50名，月薪
5000-8000元，初中及以上学历，年龄在20-
50岁之间，有建筑工地工作经验优先。焊工、
行车工、泥工、木工、钢筋工各 20 名，月薪
5000-8000 元，有对应职业资格证书，3 年以
上工作经验，初中及以上学历，年龄在20-50
岁之间。公司购买社保，包食宿，节日福利。
联系电话：15096155064赵先生，工作地址：郴
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富士产业园远大住工、
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园洲大道白马围工业区
远大住工。

一至十互联全链集团
公司招聘客服专员 40 名，月薪 2500-

4000 元，男女不限，18-35岁，适应早中班乱
换，熟悉电脑操作，能同时和多人通过网络聊
天工具沟通，待人热情、善于交流，有良好的
服务意识和学习能力、心态好、抗压能力强。
快递包装员100名，月薪3000-4500元，主要
负责快递打包，以电子产品、食品为主，25-50

岁以内，手脚麻利，身体健康，做事勤快。联
系电话：0735-2337207侯女士，公司地址：郴
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台湾工业园13栋4楼。

台达电子（郴州）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07 年成立，在职员工 4000 余

人，并保持每年都稳步的上升态势。台达电
子郴州厂先后荣获：郴州巿加速新型工业化
红旗企业、湖南省加速新型工业化二等奖、郴
州巿十佳外向型经济企业、长沙海关企业管
理AA类企业、湖南民营企业百强企业、湖南
民营企业进出口十强企业等荣誉称号。现招
聘：机械工程师10名，月薪5500-6500元，本
科学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
化专业；自动化电控工程师5名，月薪5500-
6500 元，本科学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电子工程师3名，月薪5500-6500元，本科
学历，电子相关专业。公司建职员楼住宿免
费（含中央空调、热水器、储物柜、网络），内设
食堂餐补 390 元，按郴州市标准购买社保及
公积金，享受国家规定节假日。联系地址：湖
南省郴州市出口加工区，联系电话：明小姐
0735- 2661008 转 5303，联 系 邮 箱 ：CZHR.
REC@deltaww.com。

郴 州 职 场 放 飞 就 业 梦

郴州日报12月 26日讯 （全媒体记者
唐丽 通讯员 李文文）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加强执法队伍建
设，提高监察业务能力，12月25日，我市

“无欠薪项目”建设及“两网化”系统操作
培训班正式开班。

据悉，随着我市城镇化的加快推进，特
别是受当前全国经济下行形势影响，我市部
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涉众型经济纠纷和群

体性事件增多，全市矛盾纠纷出现了构成复
杂化、领域扩大化、表现形式多样化的新情
况、新特点。培训班就“无欠薪项目”建设
标准、“两网化”系统操作、“实名制”系统
以及项目审计等内容，为来自我市各县市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局以及相关单位、企业
的 80 余名人员进行了业务研讨及培训。大
家一致明确了要提升源头治理意识，确保在

建项目的实名制管理、开设工资专户、委托
代发工资、缴存工资保证金等制度的落实
率，从根本上摸清底数，明晰劳动关系，预
防产生欠薪，完善欠薪预案，厘清责任权
属，积极回应劳资双方对化解矛盾纠纷的新
需求，始终秉承“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
会”的理念，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完善的服
务，结合两网化系统和欠薪预警平台的工作
推进，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采

取标准化、多样化、现代化的处理形式，做
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我市举办“无欠薪项目”建设及“两网化”系统操作培训班

全国劳动保障维权热线电话

23332333111根治欠薪 维权在线

一、设立登记
1、临武县第八完全小学
单位名称：临武县第八完全小学
法定代表人：唐玉勇
开办资金：10.905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实施小学义务教育，促进基础教育发
展，小学学历教育及相关社会服务。
住所：临武县武水镇慕冲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A745964
举办单位：临武县教育局

2、临武县南强镇敬老院
单位名称：临武县南强镇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曾凤庄
开办资金：18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乡镇辖区五保户提供养老服务。提
供五保户吃、穿、住、医、葬和照顾日常生活服务。
住所：临武县南强镇田头村委古老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14694
举办单位：临武县民政局

3、临武县武水镇敬老院
单位名称：临武县武水镇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蒋卫英
开办资金：18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乡镇辖区五保户提供养老服务。五保户
吃、穿、住、医、葬和照顾日常生活服务。
住所：临武县武水镇双塘村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1477Y
举办单位：临武县民政局

4、临武县花塘乡敬老院
单位名称：临武县花塘乡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林芬
开办资金：6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乡镇辖区五保户提供养老服务。提
供五保户吃、穿、住、医、葬和照顾日常生活服务。
住所：临武县花塘乡东村村委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1485R
举办单位：临武县民政局

5、临武县西山瑶族乡敬老院
单位名称：临武县西山瑶族乡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王辉
开办资金：6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乡镇辖区五保户提供养老服务。五
保户吃、穿、住、医、葬和照顾日常生活服务。
住所：临武县西瑶乡新塘村委大坪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1493L
举办单位：临武县民政局

6、临武县水东镇敬老院
单位名称：临武县水东镇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曹洪波
开办资金：18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乡镇辖区五保户提供养老服务。五
保户吃、穿、住、医、葬和照顾日常生活服务。
住所：临武县水东镇小城村委乌脚梁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1506A
举办单位：临武县民政局

7、临武县汾市镇敬老院
单位名称：临武县汾市镇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李腾
开办资金：6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乡镇辖区五保户提供养老服务。五
保户提供吃、穿、住、医、葬和照顾日常生活服务。
住所：临武县汾市镇冶炼厂家属区侧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15145
举办单位：临武县民政局

8、临武县麦市镇敬老院
单位名称：临武县麦市镇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吴李明
开办资金：6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乡镇辖区五保户提供养老服务。五
保户吃、穿、住、医、葬和日常生活照顾。
住所：临武县麦市镇马渡村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1530T
举办单位：临武县民政局

9、临武县舜峰镇敬老院
单位名称：临武县舜峰镇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黄湘凤
开办资金：6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乡镇辖区五保户提供养老服务。给
五保户吃、穿、住、医、葬和日常生活照顾服务。
住所：临武县舜峰镇南冲村委茶元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2381Y
举办单位：临武县民政局

10、临武县香花镇敬老院
单位名称：临武县香花镇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郭江文
开办资金：6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乡镇辖区五保户提供养老服务。五
保户吃、穿、住、医、葬和照顾日常生活服务。
住所：临武县香花镇葛山村委原三合粮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239XN
举办单位：临武县民政局

11、临武县万水乡敬老院
单位名称：临武县万水乡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郭志信
开办资金：6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乡镇辖区五保户提供养老服务。五
保户吃、穿、住、医、葬和日常生活照顾服务。
住所：临武县万水乡谭何村委岩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2402F
举办单位：临武县民政局

12、临武县金江镇敬老院
单位名称：临武县金江镇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唐孝雄
开办资金：6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乡镇辖区五保户提供养老服务。五保户
吃、穿、住、医、葬和照顾日常生活服务。
住所：临武县金江镇木冲村委原八矿子弟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2410A
举办单位：临武县民政局

13、临武县楚江镇敬老院
单位名称：临武县楚江镇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雷卫萍
开办资金：6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乡镇辖区五保户提供养老服务。五保
户吃、穿、住、医、葬和日常生活照顾。
住所：临武县楚江镇楚江村委下连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24372
举办单位：临武县民政局

14、临武县镇南乡敬老院
单位名称：临武县镇南乡敬老院
法定代表人：李兵华
开办资金：6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乡镇辖区五保户提供养老服务。五
保户吃、穿、住、医、葬和日常生活照顾服务。
住所：临武县镇南乡排洞村委新铺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2445W
举办单位：临武县民政局

15、临武县第九完全小学
单位名称：临武县第九完全小学
法定代表人：陈国锋
开办资金：4.8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实施小学义务教育，促进基础教育发展。
住所：临武县环城西路工矿棚户区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C72680W
举办单位：临武县教育局

16、临武县第十完全小学
单位名称：临武县第十完全小学
法定代表人：唐得利
开办资金：8.5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实施小学义务教育教学，促进基础教
育发展。
住所：临武县武水镇隆武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A07334U
举办单位：临武县教育局

17、临武县祁剧保护传承中心
单位名称：临武县祁剧保护传承中心（临武县戏曲保护
传承中心）
法定代表人：黄卫强
开办资金：2.25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祁剧文化保护传承提供服务。宣
传、保护、传承、演出临武特色祁剧及传统地方戏曲、
祁剧人才培养。
住所：临武县舜峰镇临武大道37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MB1D46723X
举办单位：临武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二、变更登记
1、临武县城镇建设投资管理中心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钟英建（原：罗欠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696238665D

2、临武县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李杰锋（原：方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4476378765

3、临武县社会福利中心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黄章华（原：谭早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G02142017C

4、临武县房产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罗欠欠（原：廖更生）
举办单位的变更：临武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原：
临武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447639185R

5、临武县卫生计生科技服务站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谭小兵（原：唐建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G021407328

6、临武县长河水库管理所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邓国法（原：王曲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447638852X

7、临武县麦市镇中心卫生院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蒋群（原：何建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447637913B

8、临武县镇南乡卫生院
名称的变更临武县镇南乡卫生院（原：临武县镇南中心
卫生院）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邱三圣（原：何三太）
举办单位的变更临武县卫生健康局（原：临武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76801600XX

9、临武县楚江镇中心小学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郭鹏锋（原：骆小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447636582H

10、临武县汾市镇中心卫生院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邝军红（原：邓庭凯）
举办单位的变更临武县卫生健康局（原：临武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447637892T

11、临武县第一完全小学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孙强勇（原：唐小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447637171X

12、临武县西山瑶族乡中心小学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李鑫（原：邓涛）
住所的变更临武县西山瑶族乡谷富塘村（原：临武县西
山瑶族乡赤头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448808446N

13、湖南西瑶绿谷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严时友（原：陈昌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081361296Y

14、临武县西山瑶族乡卫生院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雷正义（原：陈华军）
住所的变更临武县西山瑶族乡水头圩（原：临武县西山
瑶族乡政府旁）
举办单位的变更临武县卫生健康局（原：临武县卫生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5576028262

15、临武县楚江镇中心卫生院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王良民（原：邱三圣）
举办单位的变更临武县卫生健康局（原：临武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4476379216

16、临武县气象局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吴兮（原：邵荣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7656114369

17、中共临武县委党史研究室
名称的变更中共临武县委党史研究室（临武县地方志编
纂室）（原：临武县史志办公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794708165M

18、临武县南强镇中心小学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黄跃辉（原：孙强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4476339393

19、湖南西瑶绿谷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住所的变更湖南省临武县舜峰镇环城北路林业棚户区
（楚才学校对面）（原：湖南省临武县舜峰镇韩山路县委
老院3栋二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081361296Y

20、临武县幼儿园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陈卫英（原：欧桂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4476392145

21、临武县中医医院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陈新荃（原：周献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447637948X

22、湖南省临武县东山国有林场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邱显亮（原：刘建武）
举办单位的变更临武县自然资源局（原：临武县林业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73051701XB

三、重新申领证书
1、临武县四家大院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单位名称：临武县四家大院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邝代雄
开办资金：131.1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四家大院机关提供后勤管理服务。
劳务管理、技术服务、保洁、绿化、安保、办公设施安
装及维护、食堂管理
住所：临武县四家大院办公大楼D107办公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025794740536H
举办单位：临武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四、注销登记
1、临武县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单位名称：临武县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李兰英
注销理由：根据临政办发 【2015】 9号文件要求，整合
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和县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组建
县科技情报和技术市场研究所。
设立时间：2001年9月10日
注销时间：2019年1月9日

2、临武县商务综合执法大队
单位名称：临武县商务综合执法大队（临武县牲畜定点
屠宰管理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李翔
注销理由：根据临政办发 【2015】 9号文件要求，整合
临武县电力行政执法大队、县商务综合执法大队和县科
学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组建县经济和科技商务综合执
法大队。
设立时间：2011年5月31日
注销时间：2019年1月9日

3、临武县电力行政执法大队
单位名称：临武县电力行政执法大队（临武县能源监察
大队）
法定代表人：陈才友
注销理由：根据临政办发 【2015】 9号文件要求，整合
临武县电力行政执法大队、县商务综合执法大队和县科
学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组建县经济和科技商务综合执
法大队。
设立时间：2005年11月7日
注销时间：2019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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