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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免费学技能，请到人力社保局
培训工种：焊工"车工"维修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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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员"

工具钳工"计算机操作员" 铣床工"机械
零件质检员"种植养殖技术等#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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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一等奖倡导节约用水 构建人水和谐
县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供水热线：8767000087662377

西洋参 补气养阴 清热生津 缓解疲劳

胡庆余堂寿仙谷分号

地址!解放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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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风险防范水平
营造安全用卡环境

通讯员 吴雨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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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谢旻 见习记者 朱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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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互联网+农产品”模式 突出“生态+品牌”创业

县市场监管局助推农村电商发展

我县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

璀璨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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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滢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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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八次会议

武义县人大常委会
关于接受蓝晓辉辞去委员职务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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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项玲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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