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万毕业生 八成多已签约
今年驻青高校毕业生人数创纪录，最难就业季签约率达85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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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曹思
扬 ) 17日，今年上半年青岛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情况发布，今
年驻青高校毕业生人数达9万余
人，人数历年最高；青岛共接收
高校毕业生37114人，同比增长
近3成，驻青高校毕业生签约率
达到85 . 85%。

市人社局副局长刘卫国介
绍，今年驻青高校毕业生人数达
9万余人，人数创历史新高，就业

压力巨大。但青岛就业形势逆势
上扬，接收高校毕业生37114人，
同比增长26 . 2%，驻青高校毕业
生签约率达到85 . 85%。上半年，
市、区两级共举办高校毕业生专
场招聘会527场次，提供岗位23 . 4

万个次。
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市

人社部门首先加速建设创业孵
化平台，完成青岛创业大学本部
建设，创业大学注册和本部改造

任务。网上创业大学平台已完成
开发并于5月试运营，7月正式运
营。5年内将扶持大学生创业者
两万人，带动就业10万人。

其次是推进“湛山创意广
场”文化创意产业园和市级农业
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湛山创意广
场”已于5月份建成并投入使用，
第一批11家企业已入驻，市级大
学生农业创业孵化基地基础设施
建设等任务已经完成，正积极推

进项目遴选和入驻孵化工作。
再次是开展大学生创业培

训。上半年共培训大学生4 6 6 1

人，培训后610名大学生开始创
业，培训后创业率达到13 . 09%。

为吸引毕业生集聚青岛，青
岛籍大中专毕业生每人可领500

元求助补贴，目前已完成人员汇
总等工作，已于7月1日正式开始
申领，预计全市有6 . 2万名毕业
生受益。

研究生住房补贴今起申报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曹

思扬) 17日，记者从市人社局
获悉，18日起开始申报今年上
半年研究生住房补贴，本月31

日截止。在青就业的应届博士
硕士研究生和企业按各自情
况到相应地点申报。

据介绍，2012年以后毕业

并且在青就业落户的研究生，
可享受最长不超过36个月的
住房补贴。补贴标准为博士研
究生600元/月，硕士研究生400

元/月，领取时间以3年内缴纳
五险实际月份为准。

其中，中央、省驻青单位、
市属企事业单位接收的国内外

研究生于7月18日—31日(节假
日除外)在青岛市大学生创业
孵化中心(市北区泰山路35号)

一楼服务大厅进行集中申报。
国外留学研究生申报地点7月
22日(含)以后移至外国专家局
留学回国人员管理处(崂山区
海尔路178号留学人员创业园

103室)；区(市)机关、事业单位及
其他企业到各区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进行申报，企业申
报部门以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为
准。具体申报流程可登录“青岛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重
要通知”栏查询，也可拨打咨询
电话0532-68611002。

莱西市沽河街道办事处加大新《条例》宣传力度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修订实施后，莱西市沽河街
道办事处组织全镇党员干部、特
别是计生专兼职工作人员，通过
召开专题会议及举办专题培训
班的方式进行认真学习，准确把
握新《条例》的精神实质和主要
内容，采取多种举措加大对新

《条例》的宣传力度。
一是做好村居宣传工作。办

事处通过村居有线广播、村居人
口计生宣传长廊、户外宣传标

语、流动服务宣传车、印发宣传
资料，宣传新《条例》内容，使群
众明白新《条例》给自己日常生
活带来的便利，也要明白取消间
隔并不是放开二胎，从而进一步
自觉约束自己的生育行为。

二是广电部门联合，开展计
生电影村居行活动。在为群众送
上文化大餐的同时，把相关条例
政策知识制作成宣教短片穿插播
放，贴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在为
群众带来欢乐的同时，也进一步

做好了新《条例》宣传工作，使新
《条例》进一步为群众所接受。

三是借助避暑用品宣传。办
事处计生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将
购置的清凉油、纸扇子等避暑用
品与印有条例内容的宣传单页、
纸牌、宣传画一并发放，既能让
群众了解条例内容，又能感受到
办事处对他们的关心。

四是强化措施，积极应对。
重点对社会抚养费征收和二胎

《生育证》审批进行了研究，制定

了相应措施。在社会抚养费征收
上，按照《条例》要求，对“符合二
胎生育条件，但女方不满30周岁
或者25周岁”的违法生育案件的
处罚，分门别类予以处理。

截至目前，办事处已为200

多名群众解答各种有关新《条
例》的问题200多个，使数位群众
消除了新《条例》实施后二胎生
育政策放开的想法，遏制了违法
生育隐患，增强了群众计划生育
的主动性、自觉性。 （任巍山）

湘潭路街道组织观看

市歌舞剧院巡回演出

由青岛市文明办主办，青岛歌舞
剧院承办的巡演活动，于7月14日和
15日在湘潭路街道大枣园社区和东
南渠社区进行2场巡回演出，街道、社
区精心组织，观众场场爆满。

此次活动以“携手同建文明城，
齐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寓教于
乐，引导辖区居民从自己做起，加强
文明社区建设，广泛参与到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中来，实现市民文明素
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大
枣园社区、东南渠社区、统建社区自
编自演的节目也参与了演出，受到
观众的热烈欢迎。

“社区大舞台”

走进楼山后社区

由青岛市文明办主办、李沧区文
明办承办的“社区大舞台”巡演于7月
16日晚走进楼山街道楼山后社区，本
次承接演出任务的单位是青岛歌舞
剧院的曲艺团和舞蹈团，晚上7点钟
在楼山后社区的文化广场，他们准时
为居民奉献了一台精彩的高品质演
出。青岛歌舞剧院为居民送上了群口
相声《青岛话大挑战》、山东琴书和河
南坠子联唱《十佳市民光彩照人》、小
品《争与让》、男声独唱《左邻右舍》
等，赢得了一片掌声和欢笑声。

华泰柏瑞量化增强

19日将结束首募

据悉，正在中行、华泰柏瑞网上
直销等渠道发行的华泰柏瑞量化指
数增强股票基金也即将于7月19日
结束募集。作为国内首只引入“聪明
量化”理念的基金产品——— 华泰柏
瑞量化指数增强股票基金追求的是
收益与风险的“高性价比”：风险虽
控制在指数增强类基金规定的范
围，却通过全主动管理的方式争取
更高的超额收益，这一点充分体现
在其业绩比较基准“95%沪深300指
数收益率+2 . 5%”，一般高于市场上
同类其他产品。

胶州供电：做好新一轮

农网升级改造准备工作

2013年下半年，国网山东胶州市
供电公司张应供电所担负着 4 条
10kV线路、7个公用台区的农网升级
改造任务，为确保施工安全，保证工
程质量，供电所积极走访改造村村委
领导，组织召开施工队队长会议，确
保改造过程施工安全。 （王晓静）

莱西供电：

隐患排查保电网度夏安全

7月12日，国网山东莱西市供电
公司加强辖区变电设备监测、巡查，
及时消除设备的安全隐患，以确保
高温季节城乡企业、居民安全可靠
供电。 （赵秀海）

平度供电：顺利推进

海阳核电线路建设

7月2日，海阳核电至大泽500千
伏线路工程平度段古岘镇铁塔基础
正式开挖，为该工程顺利推进打了
头彩。 （王新平 苗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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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沧区计生局实施三措施

促进计生工作水平的提高

李沧区计生局力求“贴近，创新、高
效、突破”四个目标，努力把计生优质服
务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夯实组织基础，增
强计生协会的吸引力。组织多种活动形
式让居民参与到计生当中，进一步加强
协会组织建设。二是深入宣传教育，扩大
计生协会的影响力。在社区广场上，张贴
宣传画、发放宣传品等形式宣传计生政
策。三是强化优质服务，改善服务环境，
主动开展随访服务、生殖健康服务、优惠
政策送上门服务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满
足群众对计生技术服务的需求，促进计
划生育工作水平的提高。

李沧区人社局积极筹备

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求职补贴发放工作

自7月1日起，符合条件
的李沧区2013年大中专毕业
生可正式申领一次性就业求
职补贴。为保证补贴发放工
作顺利有序进行，李沧区人
社局提前部署、积极筹备，做
好发放各项准备工作。

一是做好工作人员前期
培训。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李
沧区人社局召集区人才中
心、各街保中心高校毕业生
工作人员，就补贴发放等工
作进行培训学习，对补贴申

领系统进行全方位操作演
示，重点提出系统使用过程
的注意事项；对往年资金发
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
入分析，做好应急预案，以保
证申领操作不出差池。

二是保证补贴发放通知
到位。李沧区人社局对2013

年大中专毕业生补贴发放宣
传工作分为四个阶段，即入
户宣传、学生申报、现场审
核、资金发放，保证符合条件
的毕业生能够在11月30日前

到户籍所在地的街保中心申
领。毕业生可登陆李沧人才
网下载查看补贴发放明白纸
和申领表。

三是跟踪毕业生就业服
务。借助入户宣传和毕业生现
场申领的有利契机，将促进毕
业生实名制就业、困难家庭毕
业生就业、强化毕业生综合能
力培训等工作相结合，对派遣
期内毕业生实施跟踪服务，为
毕业生提供最及时、最优质、
最高效的服务。

17日，在大润发超市，本报《今日青岛》艺术团的小演员们正在
表演。当日，2013年度齐鲁晚报《今日青岛》艺术团“祈福中国，青岛
在行动”公益首场演出开演。歌曲《中国少年》、舞蹈《茉莉花》等十
余个节目为观众们奉献上一道视觉大餐。此次公益演出由京华艺
术培训学校与本报联合主办，以培养学员的社会责任感。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影报道

娃娃献艺社区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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