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民生 2019年11月7日 星期四
编辑/戴岸松 图编/言琼 美编/刘湘 校对/黄蓉

扫
码
看
梅
山
武

术
节
精
彩
视
频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252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陈丽琼名下坐落于长沙市雨
花区仙桃路 68 号金坤苑 7 栋 601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201902
38339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
该房编号为：20190219185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84464801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认尸启事
2019 年 11 月 4 日 20 时许，长
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水上派出
所接报警，在湘江流域望城段发
现一具男尸， 尸体已高度腐化，
腰部系有一根黑色皮带，皮带扣
有个鳄鱼图标，脚穿一只深色网
面运动鞋，据法医推断死亡时间
在半年左右。如有上述失踪人员
请与长沙市望城区书堂石门矶
水上派出所联系。 联系人：孙警
官 电话：0731-88088110

认尸启事
2019年 11 月 5日 15 时许，长沙
市公安局望城分局水上派出所
接报警，在湘江流域望城段发现
一名具男尸， 身高约 168cm，上
身着白色 T 恤、黑色外套，下身
着黑色长裤， 内穿黑色短裤，脚
穿一双深色阿迪达斯运动鞋和
白袜子，口袋内有一串带 U 盘的
钥匙。 据法医推断，死者死亡时
间在一周左右。 如有上述失踪人
员请与长沙市望城区书堂石门
矶水上派出所联系。 联系人：周
警官 电话：0731-88088110

◆张秋翠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号 431218310255，声明作废。

◆罗胜春遗失残疾证，证号为：4301
0419730822582472，声明作废。

本报11月6日讯 11月
1日， 三大运营商正式推出
5G商用套餐，售价最低128
元。5G商用靴子已然落地，
可使用理论峰值1Gpbs网
络速率的5G手机当仁不让
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

11月6日，记者走访发
现，已有华为、小米、三星
等品牌出售5G手机。 市民
不仅可在长沙的家电卖
场、运营商官方营业厅、手
机连锁专卖店体验新款5G
手机， 还可用样机上安装
的演示程序直观感受5G手
机与4G手机的差异。

记者在苏宁易购五一广
场店看到， 一层的手机展销
区，挂出了不少“5G特惠”的
宣传标语。 该门店与运营商
联合营销， 消费者在店内购
买5G手机并办理湖南联通
5G资费套餐后，可获得资费
减免、话费补贴等优惠。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不完
全统计， 长沙市场上有包括
VIVO�iQOO�Pro�5G版、华
为Mate30�5G版、三星Note�
10+�5G版在内的10余款5G
手机出售。价格最低3699元，
最高达16999元。

厂商动作频频， 消费者
大多还在观望。11月6日，记
者随机采访了10名手机机龄
超2年的消费者， 有4位受访
者表示正考虑更换5G手机。

“5G基站还未完全覆盖，旧手
机还可凑合着用。”95后周小
姐认为， 面世的5G手机价位
基本在4000元以上， 相应的
5G套餐月资费也超过 120
元， 与现在成熟的4G网络相
比，不具备价格优势。

“5G手机用起来确实挺
爽， 但只能在五一广场搜索
到5G信号， 只要走出五一商
圈， 妥妥自动切换到4G信
号。” 杨小姐在3天前购买了
最新款的华为Mate�30�Pro�
5G版手机， 使用后却发现不
如“想象中那般好”，“网上一
查才知道，5G基站的覆盖面
积有限， 想用上连续覆盖的
5G网络要等到2020年。”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周可

说到快递业，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便
是奔波忙碌的“快递小哥”。但事实上，今
天的快递业早已不是传统的劳动密集
型产业。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的快递从
业人员在4.8万人左右，湖南邮政行业从
业人员（加上邮政公司）近7万人。

记者了解到，本次职称评审主要聚
焦于快递行业中的工程技术人才，并非
局限在我们所熟悉的“快递小哥”。更多
则是身处无人机设计、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等前沿岗位的技术人才。

近年来，我省邮政、快递行业蓬勃
发展，但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对这个行
业专业技术人才精准评价的标准。

“我们注意到， 前不久一些地方给

快递行业评审职称，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甚至有网民称之为‘瞎折腾’。然而我们
认为， 在快递工程专业开展职称评审工
作非常有必要，也是大势所趋。”省人社
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陈卫萍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打通快递工程专业人员的职业发
展通道， 不仅能让快递从业人员有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也有助于整个行业实
现更科学规范的运行与高质量发展。”陈
卫萍表示，《评价办法》 的出台， 旨在客
观、公正、科学评价我省快递工程专业技
术人员学术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 加强
快递行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促进
快递业健康快速发展。

开心！湖南快递从业者也能评职称了
部门：主要针对三类工程技术人才 快递员：如果有机会转岗，愿意一试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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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电商行业的发展，快递从业人员的数量也在逐年增长。
为畅通快递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日前，省人社厅与省邮政管理
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首次快递工程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并下发《湖南省快递工程专业职称申报评价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评价办法》），决定从2019年起开展快递工程专业职
称评审工作。

首次开展快递工程专业评审职称，设置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
程师、高级工程师和正高级工程师五个层级。

人社部门 快递业开展职称评定是大势所趋

《通知》明确，在我省邮政、快递企业
或相关行业中，从事快递设备工程、网路
工程、 信息工程等工作的在职在岗专业
技术人员， 可申报参评快递工程专业职
称。《评价办法》也明确，该办法适用于从
事快递工程专业的技术人员申报职称。

“如果说要给‘快递小哥’评职称，主
要是指对快递行业中的专业技术人
才。”省人社厅专技处相关负责人解释。

快递工程归口工程系列，设置快递
设备工程、快递网路工程、快递信息工
程三个专业，包括正高级、副高级、中级、
助理级、员级五个层级。

《通知》 对相关专业设置作了详细
说明。快递设备工程包括邮政、快递设
备工程的规划、设计、使用、维养等；快递

网路工程包括邮政、 快递网路规划、设
计、建设、组织、优化、管理等；快递信息
工程包括邮政、快递作业信息系统需求
功能规划、设计，工程建设实施、系统运
行保障等。

快递工程专业职称名称为高级工
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技术员。《评
价办法》对申报者的学历、资历条件作
了明确的规定。要想成为快递业中的高
级工程师，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取得工
程师职称或相应职业资格后，从事本专
业工作满2年。

《评价办法》 对申报条件也作了详
尽的规定。包括专业理论知识、工作经
历与能力、专业技术工作业绩、论文著
作条件等。

职称等级 三个专业可申报，共五个层级

据了解，快递工程专业职称评审各
有关单位需于2019年11月22日前，将申
报材料纸质版和《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参
评人员花名册》统一报送至省邮政管理
局人事处，逾期报送以及申报人单独报
送材料的，不予受理。

对快递行业职称“快递小哥”怎么看？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快递员。有表示没听

说过的， 也有反问记者，“会涨工资吗？”有
“快递小哥” 甚至调侃，“如果不涨工资的
话，那还是多送几个快递件实在。”

但更多的“快递小哥”表示，如果能通
过学习提升自己，获得相应的岗位调整，会
愿意去努力，“毕竟我们这日晒雨淋的，吃
‘青春饭’啊，能够换个岗位那不是更有前
途？如果有机会，我愿意试一试。”

如果有机会，愿意一试

5G手机扎堆上市，你准备入手了吗
售价3699元-�16999元不等，不少消费者正考虑换机

本报 11月 6日讯 今
日，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为招商银行长沙分行颁发了
不动产预告预抵登记电子化
证明， 这是长沙市颁发的首
个预告预抵登记电子证明。
从此， 市民在长沙办理预告
登记、预抵登记，无需到窗口
领证，只需一次即可办结。

预告登记、 预抵登记是
购房过程中物权确立、 防止
“一房多卖” 的重要手续。预
告登记指当事人签订不动产
物权协议， 向登记机关申请
预告登记；预抵登记，是购房
者与开发商、 与银行的借款
合同签定的同时， 在备案系
统上生成预抵押登记， 以排
斥第三人对房产行使权利。

据了解， 业务流程由原
来的受理、审核、缮证、发证
四个环节压缩成受理、 审核
（生成电子证）两个环节。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廖亚柳

长沙不动产预告预抵登记可网上办电子证明

11月6日， 湖南
新化第三届梅山武术
节在新化体育馆开
幕， 来自新化本地和
大梅山地区的千余名
武术健将参加活动。
6日至8日，新化还将
开展千人梅山太极拳
展示等主题活动。（扫
报眉左上角二维码看
精彩视频）
记者 何佳洁摄影报道

视频 何佳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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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盛会
千人齐聚

快递小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