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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网络络老老年年人人才才招招聘聘会会月月底底开开始始
可通过网络和现场领取报名表进行报名

本报4月1日讯 (记者
陈之焕) 青岛市“2013

年首届网络老年人才招
聘会”将于4月22日至26日
举办，老年人可通过网络
和现场领取报名表两种
方式进行报名。

“2013年首届网络老
年人才招聘会”由市老龄
办、市人社局、市老科协
联合主办，市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市老年服务中心
联合承办。举办时间为4

月22日至26日，举办“地
点”为青岛人才市场工作
学 习 网 ( h t t p : / /
www.studyjob.cn)。各用工
单位须提供本单位基本
信息和相关招聘信息及
要求，老年求职者需提供
个人求职基本信息。有需
求的单位、老年人可登录
青岛老龄网下载《企业(公
司)招聘及基本信息登记
表》、《老年人求职个人信
息登记表》，按要求填写

报名登记。报名登记材料
于4月19日前交送青岛市
老年服务中心助老服务
部，审核通过后的单位、
个人信息，将免费发布在

“青岛人才市场工作学习
网”，并开设“2013年首届
网络老年人才招聘会”专
栏。不会上网的老年人可
直接到青岛市老年服务
中心助老服务部605室领
取 报 名 表 ，也 可 拨 打
82106070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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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数 3级

对车辆的高速行驶略有影响

郊游指数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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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生活指数

本报4月1日讯(通讯员
武茜 记者 赵波)

为强化琴岛通“一卡多用、
快捷便利”的特点，琴岛通
日前推出“琴岛通e充卡”，
这个卡除公交卡功能外，
它还备有一个USB接口，
可对公交卡进行网上余额
查询、充值及消费。

琴岛通e充卡可用于
支付公共交通费用，还可

通过都都宝平台进行网
上充值和消费，也能在零
售商户进行小额支付。琴
岛通e充卡改变了线下充
值传统模式，通过USB接
口将琴岛通和互联网相
连，让持卡用户足不出户
就能实现琴岛通网上充
值、余额查询、彩票购买
等一卡通增值服务。

另外，e充卡原创卡

通形象设计大赛也在4月
启动，热爱创意设计的市
民可登录都都宝官方网
(www.dodopal.com)报名参
与。活动最终将评选出一
名最具创意设计奖，以及
依据网友投票选出十名
最佳人气作品奖。琴岛通
还将举行对前500名购买
琴岛通e充卡的用户赠送
30元充值礼金活动。

后天

多云转阴

气温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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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超市设进村

接受捐赠生活品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陈之
焕) 1日，记者从山东省慈善总
会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上了
解到，青岛市慈善总会将在服务
站下设村级慈善超市，发动社会
敞开式救助，并接受爱心人士捐
赠生活必须品。

据介绍，青岛已经在服务站
下设了村级慈善超市，发动社会
敞开式救助，接受捐赠生活必需
品，实现便捷式捐助。目前青岛
市有6000多个慈善总会工作站，
覆盖率达92%。而胶州市基层慈
善总会就倡导村民进行捐助，现
已接受捐赠生活必需品1200件，
价值3 . 6万元。

省内天气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最高补助100万元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程凌
润) 青岛市将在科技财政专项
资金中安排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技术转移政策性补助资金，用于
培育技术市场和科技中介服务
机构，补助资金最高为100万元。

日前，市科技局和市财政
局联合出台政策，规定了专项
补助资金的适用范围和申报条
件。参与青岛市企业研发中心
培育建设计划，对企业研发中
心培育基地进行一对一服务的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将根据服
务合同和培育基地验收合格的
数量，依据产学研合作和促进
技术转移的情况，每个服务合
同给予1—3万元补助，每个机
构补助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
对经认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技
术合同服务机构，根据年度技
术合同成交额给予补助，补助
标准分别为50万元、30万元和20

万元；对经认定的综合类技术合
同服务机构，按技术合同成交额
给予补助，最高补助100万元。

本报4月1日讯 (通讯
员 矫超 王晓顺 ) 1

日，2 0 1 3青岛城阳夏庄
第二届采摘节在青岛法
海寺生态农业观光园拉
开帷幕，采摘节从 4月 1

日起一直延续到 9月 3 0

日。
一年一度的城阳夏

庄采摘节 4月 1日开幕，

即日起夏庄街道内的多
个草莓大棚全面开放，
市 民 朋 友 可 以 前 往 品
尝。夏庄域内林果资源
非常丰富，除了品尝有
机草莓，街道还为游客
制定了旅游线路，将各
采摘园区的果蔬资源与
法海寺、丹山红色旅游
等旅游资源有机结合。

据了解，清明小长
假期间将迎来采摘节的
第一个游客高峰期，采
摘节开幕后将开放四个
采摘园区，由于草莓成
熟有周期性，在这里提
醒想要前来品尝草莓的
广大市民朋友请提前电
话 预 约 ，咨 询 电 话 为
87871161。

琴岛通推出e充公交卡
自带USB接口方便网上充值

夏庄采摘节开幕了
4月到9月底居民可品尝有机草莓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

培训药管员工作能力

近日李沧区举办了为期一
天的科技药具知识理论培训
班，此次培训的目的旨在提高
全区计生药管员的理论水平、
业务能力和服务能力，让新上
任的药管员尽快进入工作角
色。培训内容为《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条例》、有关政策法规、技
术人员的工作、药具知识的知识
技能、业务管理、政策理论等。学
员们表示通过学习培训可以学
以致用，在发放形式和渠道上进
行不断的改革和创新，认真扎实
地干好本职工作。

城市 天气 气温

济南 晴 4℃/18℃

德州 晴 2℃/18℃

聊城 晴 1℃/17℃

泰安 晴 3℃/17℃

莱芜 晴 2℃/17℃

菏泽 多云转晴 5℃/18℃

枣庄 晴 4℃/17℃

济宁 多云转晴 5℃/18℃

临沂 多云转晴 2℃/16℃

日照 多云转晴 3℃/13℃

烟台 多云转晴 2℃/10℃

威海 阴转晴 3℃/9℃

潍坊 多云转晴 1℃/16℃

淄博 晴 0℃/17℃

滨州 晴 1℃/18℃

东营 晴 2℃/17℃

腾讯微博知名博主发起“寻找害人井”30省网友响应
“请网友们都来传递正能量，随

手拍下‘害人井’发到腾讯微博，@

当地的腾讯路边社，如‘路边社江苏
分社’，我们的各地分社将第一时间
联系相关部门解决。”腾讯微博相关
负责人倡议说。

日前，长沙无盖井让一个花季
少女被大水冲走。悲痛之余，腾讯微
博网友“66哥”发起了一场“随手拍
寻找害人井”公益活动。活动最先在
薛蛮子、徐侠客、徐达内等微博名人
推动下引发广泛关注，在社会各个
层面引发了强烈反响，截至目前已
经有30个省近40万网友参与。

30省网友寻找“害人井”

一个倡议瞬间点燃30个省近40

万腾讯网友的公益行动，这远远超
过了@66哥的预期。记者看到，#寻
找害人井#已经成为腾讯微博的热
点话题，相关广播超过38万条。@66

哥的倡议微博更是获得近2万次转
播和评论，阅读量超过3300万次。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有30个省
市的网友，提供了40多条“害人井”线
索，通过腾讯微博发出图文，并转发
给当地政府微博。在寻找“害人井”的
同时，网友们也纷纷讨论防范坠井事

故的办法。“尼龙防坠网，几块钱一
个，井盖丢了也没人会偷尼龙网；防
坠网为尼纶材质，能承受600多斤的
物体。”这个“给下水道加装尼龙防坠
网”的建议赢得了不少网友的支持。

政务微博快速联动赢好评

在这一公益行动中，政府微博
的快速反应也给网友留下深刻印象。
对网友反映的“害人井”线索，@山东
电力95598、@山西交警、@贵港公安、
@武汉城管、@兰州公安、@无锡市市
政和园林局、@无锡发布等30多家政
务微博做出了快速回应，及时转发并

联系主管部门排查和解决险情，赢得
网友们的好评。“微博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良性互动，并大大提高了问题解
决的效率。”腾讯网友评价说。据了
解，政务微博已经成为政府和民间快
捷沟通的桥梁，在了解社情民意、改
善政府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目前腾讯政务微博用户超过10万个，
其中包括政务机构6万多个，公务人
员3万多个。

完善社会管理的新契机

目前，“寻找害人井”的行动还
在继续扩大，而寻找的目标，也从

“害人井”扩大到市政建设的其它方
面。“各地市民的主人翁意识再次被
唤醒，参与城市建设的热情十分高
涨。”一位公益专家表示。现在，网友
们对“光盘行动”几乎是无人不知，
在腾讯微博搜索“光盘行动”，相关
微博高达150多万条。“光盘行动”更
重要的意义，在于以腾讯微博这一
中国最大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为核心
纽带，形成了“自媒体发起+政府倡
导+媒体宣传+名人示范+公民参与”
的社会管理新模式。在这次“寻找害
人井”活动中，社会化媒体的强大生
命力再次彰显。 (韩金秀)

【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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