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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本科生可考青岛事业编
2日至3日发布简章，15日起开始报名

为了严肃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推动全区人口
计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李沧区计人口生局通过深
入开展“违法生育行为有奖举报”活动、加大宣传
攻势，充分利用广播、标语、横幅、板报、宣传车等
宣传手段，形成社会普遍关注的有利氛围、加强
部门联合，突破重点违法生育案件等方案，逐步
增强群众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认知，建立健全
统筹协调机制加大违法生育案件查处力度和依
法征收社会抚养费工作力度。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

健全机制查处违法生育案件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李
晓闻) 2013年青岛市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工作即将启动，4

月2日至3日发布招考简章，15

日起报名。本科以上学历者报
考事业单位，今年不再受户籍
限制。应聘高级岗位的人员年
龄条件可放宽至50周岁。

今年事业单位招聘条件
相对放宽，对来青求职的外
地户口本科生是个好消息。
来自临沂的徐超两年前毕业

于青岛大学，如今已经连续
换了三次工作，都不是很满
意。她这两三年来一直关注
青岛的事业单位招聘，不过
大部分招聘本科生的岗位都
要求有青岛常住户口，只有
招聘硕士以上学历的才不限
制户口。有些单位的招聘范
围更小，要求考生具有原市
内四区常住户口。

今年，青岛在事业单位招
聘中首次对本科学历的报考
人员放开户籍限制，规定招聘
本科以上学历人员不得限制
青岛户籍。同时，按照青岛市

“211”引才计划要求，将加强
引进高层次和紧缺专业人才，
在今年的事业单位招聘中，招

聘硕士研究生或副高级职称
以上的岗位比例大幅提高，且
应聘高级岗位的人员年龄条
件可放宽至50周岁。记者了解
到，以往对具有副高级及以上
职称的报考者，年龄可放宽到
35至45周岁，只有极少数岗位
对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可放
宽到50周岁。

与往年类似，今年笔试依
然采取集中组织、分类考试的
方式，分综合、教育、医疗卫
生、其他专业四类试卷。其中
综合类考试内容为公共基础
知识，主要包括法律法规、政
治经济理论、时事政治、科技
知识、市情市况等基础性知
识；教育类考试内容为教育

学、教育心理学相关知识和应
用以及综合知识等；医疗卫生
类考试内容为临床医学等11

个专业基础知识；其他专业类
分计算机和财会两类试卷，考
试内容为相关专业基础知识
和公共基础知识。

据悉，招聘简章将于4月
2日至3日陆续在青岛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和各区市
招聘网发布。网上报名时间
为4月15日—17日，笔试时间
为5月11日9：00—11：30。其
中，综合类、教育类考卷考试
时间为9：00—11：30，医疗卫
生类、其他专业类考卷考试时
间为9：00—11：00，招聘工作
将于6月底结束。

在基金行业迎来15岁生日之际，嘉实基金凭
借持续优秀的业绩优势，第七次捧回“金牛基金
管理公司”称号，并迎来了业内权威奖项“丰收
季”。嘉实不仅揽获本届金牛奖8项大奖——— 2个
公司奖与6个金牛单项荣誉；并在刚刚揭晓的

“2012年度中国基金业明星基金奖”评选中一举
收获8项大奖。在基金要向财富管理行业转型的
大环境下，嘉实在业内首家推出定制账户管理服
务，以全面的投资顾问体系，帮助投资者实现真
实回报。

清明节假期全加班

最低可拿444元加班费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李晓闻) 根据国务院
清明节放假安排，4月4日、5日、6日放假3天。这是
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小长假。如果按照青岛市区现
行最低工资标准1380元计算的话，选择在这3天
加班的员工，最低可以拿到444元的加班费。

1日，记者就清明节期间加班费的计算问题
咨询了市人社局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据介绍，
今年清明节(4月4日)当天为法定节假日，要求劳
动者加班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不低于日
或小时基数的300%支付加班工资，用人单位不得
以换休和调休的名义拒付加班费；5日、6日为公
休日，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加班的，应当安排同
等时间的补休，如不能安排补休的，用人单位应
向劳动者支付不低于日或者小时基数的200%支
付加班工资。

根据《劳动法》、《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
和《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
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日工资=月工资收入÷
月计薪天数(21 . 75天)，以青岛市内六区最低工资
标准1380元计算，4日为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最低
为1380÷21 . 75×300%×1=190 . 34元；5日、6日为公
休日，加班费最低为1380÷ 21 . 75× 200%× 2=
253 . 79元。若本人工资高于此标准，则按本人工
资计算。这样算下来，如果市民选择3天假期全部
加班，那么至少可以获得444 . 13元，相当于拿7天
的工资。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加班工资应当在下
一个工资发放日或之前发放给劳动者，如果企业
拒不支付的，企业劳动者可以向当地劳动监察部
门投诉。

大龄自闭症患者急盼补贴
市残联表示相关救助政策正在探讨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陈
之焕) 自闭症患者进入大龄
时期，没有补贴，进行康复训
练较难，虽接近成年但自理能
力仍令人担忧。因此，家长们
呼吁出台救助大龄自闭症患
者的相关政策。青岛市残联工
作人员表示，目前相关政策正
在探讨。

据了解，在青岛有接近
5000名自闭症患者，部分患者
处于大龄阶段，虽然一直在接
受康复训练，但是情况并不乐
观。18岁的明明（化名）在3岁
时被查出患有自闭症，5岁时
被父母带入自闭症康复机构
进行康复训练，虽然情况有所
好转，但随着年龄增加，明明
的康复训练难度也在增加。在
进行了13年的康复训练后，明
明的父母终于放弃了儿子的
康复。“13年了，我辞掉工作
陪着他进行康复训练，家里
的重担全部落在丈夫一人身
上，仍然康复不到我们所希
望的程度。”明明的母亲林女
士告诉记者，大龄自闭症患
者没有补贴，也很少有培训
机构愿意收，明明目前仍不
能生活自理，她只能将孩子

带回家。“在家我还可以陪着
他，养着他，可是我们百年之
后呢？我的孩子该怎么办？”
林女士越来越担忧明明的将
来，她期望政府可以制定一
些救助大龄自闭症患者的相
关政策，解决自己和丈夫的
后顾之忧。

青岛市以琳自闭症培训
部负责人方静介绍，自闭症患
者康复到接近正常人的机率
在25%左右，越早干预效果越
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效果逐渐
降低。目前来说，最急迫的是
成立专门的自闭症学校，才能
解决孩子们长大后的问题。青

岛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主
任高伟介绍，目前青岛市对
0—9岁自闭症患者有补贴政
策，大龄自闭症患者的生存状
况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
相关政策正在制定中，有可能
建立自闭症学校和托养机构
来解决这些问题。

嘉实基金囊括

“金牛”、“明星”16项大奖

地税局网络发票系统上线
手机二维码可验发票真伪
据测算，全市可节约6900余万元

“世界自闭症”日前夕，驻青某高炮团官兵给自闭症患者家庭送去慰问金。 通讯员 赵鹏 摄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邱晓宇) 4月1日，青岛市地
税局网络发票系统正式上
线，正式在全市地税部门管
理的行业中全面推广使用
网络发票系统。通过手机扫
描二维码就可验证发票真
伪，查询发票明细。据不完
全测算，全市4万户纳税人
采用网络发票，每年可节约
各项成本共6900余万元。

4月1日，青岛市地税局
网络发票系统正式上线，除
了地税热线、地税网站查询
之外，青岛市还在平推四联
发票上设计了二维码，市民
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
实时查询发票明细数据。

“原来使用税控器时，纳税
方需要每月到税务机关进

行发票的数据上传、缴销，
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使用网络发票后，足不出
户就可以完成发票的全部
业务。”青岛市地税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网络发票全程
免费，与税控机相比，大大
节省了购买税控器和服务
费的费用。据不完全测算，
青岛市4万户纳税人采用网
络发票，每年可节约纳税人
的人力成本、交通费、单独
购买税控器及运营服务费
6900余万元，节省时间96万
个小时。

“今年1月1日在市南区
开始试点网络发票，3月1日
起在全市试点，4月1日在全
市地税行业正式上线。”市
地税局总会计师王军介绍。

即日起青岛市地税局在原
广告业、房地产业、建筑安
装业三个行业的基础上，正
式在全市地税部门管理的
行业中全面推广使用网络
发票系统。王军说，安全保
障高、验证形式新是青岛
地税网络发票系统的最大
亮点。网络发票系统与手
机绑定，纳税人每次登录
网络发票系统时，需正确
录入手机接受的随机验证
码才可开具发票，确保了
安全性。为了提高发票查
询的效率，青岛地税还专
门开发了发票真伪查询系
统，市民可以在取得发票
的第一时间通过系统进行
发票真伪查询，使虚假发
票无所遁形。

网络在线发票是指纳税人通
过互联网登录税务部门网络在线
发票应用系统，输入发票信息，打
印纸质发票，实现在线实时开票，
并同时向税务机关传输发票数据
信息的开票方式。目前全面推行的
网络发票包含三种：网络专用平推
二联、网络专用平推四联和网络专
用卷式一联《青岛市地方税务局通
用机打发票》。纳税人登录青岛地
税网上办税综合业务平台，根据行
业类别选择使用网络发票。青岛地
税免费为纳税人提供网络发票系
统开通、使用服务，免费提供网络
专用发票，由纳税人自行配制平推
或卷式票据打印机及可连接互联
网的计算机，即可实现随时开具网
络发票的需求。

什么是网络在线发票？

本报4月1日讯(通讯员 吴鹏 马桂山 记
者 赵波) 1日，记者从山东海事局获悉，山东
海事局青岛溢油应急设备库示范工程竣工并通
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验收，目前已经可以投入使
用。

据介绍，青岛溢油应急设备库是由中央、青
岛市政府和地方企业共同投资的“三方共建”示
范工程。国家投资3400万元、青岛市政府投资购
置了一批溢油清除等设备物资、地方企业建设了
一定规模的设备库并购置了一批物资设备，共同
形成了在4级海况下一次应对500吨溢油事故的
综合清除能力，达到了国家沿海溢油应急中型设
备库标准。

近年来，胶州湾内建设了大规模的原油码
头、成品油码头、液体化工码头，再加上胶州湾口
狭窄、航道集中、交通密度接近饱和等各种因素
推高了青岛海域的溢油风险。因此，提高溢油综
合清除控制能力已成为青岛市海上安全的迫切
需要。青岛船舶溢油应急设备库的投入使用，不
仅能极大提升胶州湾海域船舶污染事故的应急
救助能力，还能为青岛及周边水域的船舶溢油应
急反应行动提供必要的协作和支持，为应对海上
突发漏油事故、保护海洋环境提供保障。

溢油应急设备库投用

一次可清除500吨漏油


	Q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