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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

日照绘就未来 5 年就业创业“新蓝图”

每每年年将将培培训训 44 万万城城乡乡劳劳动动者者
岚山一建筑工地隐患多

被消防部门依法查封

本报 4 月 28 日讯 (记者
张永斌 ) 《日照市加强就业培
训提高就业与创业能力五年规
划(2014-2018)》印发，2014 年至
2018 年，日照将组织 20 万各类
城乡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其中，每年组织开展就业技能培
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3 . 5 万
人，组织开展创业培训 0 . 5 万
人，培训合格率达 95% 以上，培
训后就业创业率达 85% 以上。

此次规划将重点对城镇失
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高校
毕业生 (含毕业学年大学生 )、
城乡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
业生 (“两后生”)、企业在岗职
工、退役军人、残疾人和即将刑
满释放的服刑人员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非日照市户籍的城乡
各类劳动者，在日照市参加职
业技能培训，取得相应等级职

业资格证书并在日照市实现就
业的，可在日照市享受职业培
训补贴。

对企业新录用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人员，
可依托定点培训机构开展岗前
培训。鼓励通过以师带徒方式，
对新录用的员工开展学徒培训，
培训前企业需提交培训计划、可
行性调研报告，经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财政部门批复后，师徒签
订《师徒协议》。

担任师傅的员工须具有高
级职业资格证书，每个师傅只能
同时带两个徒弟。培训后参加职
业技能鉴定并取得中级以上职
业资格证书的，按规定给予企业
职业培训标准 8 0% 的定额补
贴。

此外，规划还对就业专项资
金和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资

金做出专门规定。对培训前已实
现就业的培训学员，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
拨付培训补贴标准的 80%。

创业培训补贴分三次拨付：
学员结业考核合格，拨付首次培
训补贴 600 元；培训后对学员开
展创业服务且实现创业的，再拨
付 400 元；为成功创业学员提供
创业服务的，再拨付 800 元，创
业培训补贴最高不超过 1 8 0 0

元。技师、高级技师补助标准不
超过 1800 元，补助比例为 50%。

定点培训机构承担政府职
业技能培训任务，应单独设立职
业培训补贴账，并根据实际培训
需求合理支出，主要涉及培训宣
传费用、教材教具费用、证书费
用、实训耗材费用、教师讲课费
用、教室租赁费用、交通伙食补
助费用等相关费用。 碑廓一工地因存在严重消防隐患被临时查封。

本报通讯员 曹重 摄

本报 4 月 28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曹重) 日照
市岚山区消防大队近日开展了
辖区在建工程专项消防安全检
查行动。4 月 25 日，大队防火
监督员在开展检查时发现位于
碑廓镇的一建筑工地存在诸多
消防安全隐患，当即依法对该
工地给予了临时查封处理。

大队防火检查人员在检查
中发现，该建筑工地为一正在
进行施工的厂房项目，管理十
分混乱，临时用房违规使用可
燃材料夹芯彩钢板搭建；工人
宿舍顶棚采用可燃材料搭建，
宿舍内电器线路乱拉乱接；施
工现场缺少灭火器、无临时消
防水源；临时消防车通道被严
重堵塞、占用；施工现场提供不
出任何证件的电焊工人违章作
业，特别是电器开关箱附近，地

面电线敷设混乱，互相交织在
一起，旁边还堆放着大量施工
用脚手架用木杆、木板等可燃
物品等……

对此，大队防火检查人员
当场向工地负责人说明了消防
安全隐患的严重性，并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对工地电闸采取
临时查封措施，责令立即停止
施工，落实整改措施。

检查结束后，工地负责人
表示，一定按照《消防法》以及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
技术规范》的规定要求，立即
着手整改消防安全隐患。

“如市民发现建设工程施
工现场存在消防违法行为和
火灾隐患，请及时向当地消防
部门进行举报，火灾隐患举报
电话：96119 。”岚山消防大队
一工作人员说。

3366 个个““节节能能””建建筑筑获获 997766 万万补补贴贴
日照第二批可再生能源建筑项目公示

本报 4 月 28 日讯(记者 李
玉涛) 记者从日照市住建委获
悉，日照市 2011-2013 年度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第二批)

已出炉，并从 4 月 25 日进行公
示，截至 5 月 1 日。公示的 36 个
建筑项目将获得总计 976 万元的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
奖补资金。

据了解，此次公示的建筑项
目共有 36 个，包含了银河华府等
35 个居住建筑和山东五征集团
办公楼、展厅 1 个公共建筑项
目。建筑面积最大的项目有 96677

平方米，最小的为 9060 平方米。

其中单个项目奖补资金最多的
有 229 万元。

记者从公示名单中看到，36

个项目中，有 31 个项目的可再生
能源应用形式为太阳能光热建
筑一体化应用，4 个项目为土壤
源热泵技术应用，1 个项目为海
水热源泵技术应用。

记者注意到，每平米的补助
标准也不尽相同。据了解，按照
规定，对采用壁挂分散式和集中
式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项目，分别
给予 2 元/平方米和 8 元/平方米
的补助。对采用地下水源热泵、
地表水源热泵(含海水源及污水

源热泵)和土壤源热泵技术的项
目，分别给予 20 元/平方米、35

元/平方米和 45 元/平方米的补
助。

公示名单显示，36 个项目中
有 10 个居住项目采用集中式太
阳能热水系统，21 个项目采用壁
挂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36 个项目总计奖补资金 976

万元，对实施的项目先拨付补助
资金的 50% 。此次公示时间为 4

月 25 日至 5 月 1 日。公示期间如
有异议，可拨打电话反映，日照
市财政局联系电话：8668052，日
照市住建委联系电话：889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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