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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务务员员报报名名，，乡乡镇镇机机关关岗岗位位最最火火
首日报名过千人，但有32个岗位尚无人报名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龙荣范 ) 5日，
2015年威海市各级机关及直属
单位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
据悉，威海今年计划招录365名公
务员，首日就有1165人报名，其
中，乡镇机关岗位报名人数较
多，但也有3 2个岗位尚无人报
名。

威海市今年共计划招录365
名公务员，涉及170多个岗位，且
主要集中在法律执法、文秘和乡

镇综合管理等岗位。在招录的365
名公务员中，311人将由威海市
组织招录，其余54人由省相关部
门组织招录。

5日是报名首日，截止到当
日16时，报名总人数已达到1165
人。其中，文登区大水泊、米山、
葛家、小观镇人民政府的综合管
理职位A报名最热，已有82人报
名，其次是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
发区草庙子、苘山镇人民政府的
综合管理职位，已有69人报名。据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此
次招考要求相对宽泛，虽然多数
岗位学历要求本科，但也有不少
岗位要求专科，甚至还有部分基
层岗位对专业要求也“不限”，所
以不少岗位首日报名人员就比
较多。

威 海 市 人 社 局 工 作 人 员
说，据统计，截至5日16时，总报
名人数是1165人，但这并非将
来实际参加考试人数，还需经
过审核和缴费才能正式获得笔

试资格。各招考单位进行资格
审核时，会把一些不符合报名
条件的考生“筛”出来，所以报
考人员一定要看清简章上各岗
位的要求条件，避免做无用功。
按照规定，每个考生只允许报
考一个招考单位的一个职位。
报名信息在用人单位资格审查
前可做修改，资格审查通过后
不可再更改。招录单位资格审
查不通过的考生可改报其他职
位，经资格审查通过的考生不

能再改报其他职位。
另外，从报名情况统计表中

可以看出，截至5日16时还有32个
岗位无人报考。对此，人社局工
作人员分析，大部分考生都抱着
观望的心态，直到报名的后两
天，报名人数才迅猛增加。在此，
工作人员提醒考生，要适时报
考，以免报名后两天网络繁忙时
延误报考。报考人员必须使用二
代身份证进行报名，报名与考试
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

文登一季度发放

981万元小额贷款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王建彬) 日前，记
者从文登区人社局获悉，今年一
季度，文登区累计发放小额担保
贷款981万元，直接扶持99人自主
创业，间接带动500余人就业。

在小额贷款的审核发放过程
中，文登区人社部门与区财政、邮
政储蓄银行等相关部门密切配
合，规范工作流程，为真正有就业
愿望、有创业能力和偿还能力的
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高校
大学生提供贷款服务。

今年一季度，文登区累计发
放小额担保贷款981万元，直接扶
持了99人自主创业，间接带动500
余人上岗就业。

植植绿绿
日前，威海市卫生计生委的

工作人员来到帮扶村荣成市虎
山镇孙家庄，帮助村里开展绿化
工程，在入村路两侧栽种绿化树
木、经济树木300棵。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临港区举办

产学研合作大会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 孙丽
娟 ) 5日，威海市临港区第二届
产学研合作大会召开。大会由威
海临港区管委会、威海市科技局
主办，全国30多家知名大专院校
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就产学研
展开合作、交流与洽谈，来自各行
业的百名企业家和相关负责人也
参加了此次大会。

临港区地处一体化大威海的
中心位置，2005年起步以来，初步
培植起新材料及制品、高端装备
制造、新信息、汽车零部件、食品
医药、文体休闲用品等6大优势产
业，实现了从市级工业园到国家
级开发区的历史性跨越。

本次合作大会上，多家高校
与临港区管委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多家高校研究所与临港区科
技金融局签订科研成果转移协
议。大会集中签约一批重点产学
研项目，威达机械、拓展纤维、蓝
星玻璃等临港区一批重点高科技
企业与北京化工大学、哈工大(威
海)、山东大学(威海)等知名高校
签订产业合作项目。据了解，威海
人才协会产业博士联谊会将于7
日在临港区揭牌成立。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肖华莉 ) 日前，
2015年上半年全国(省)新职业统
考报名工作结束，威海市共有
2186名考生报名。考生将于5月16
日至17日在威海职业学院开考。

此次新职业报考的职业有

理财规划师、心理咨询师、物业
管理、室内装饰设计师等16个
工种。其中育婴师546人、公共
营养师453人、人力资源管理师
371人、心理咨询师287人，是这
次统考人数较多的几个职业，
其中创业咨询师(三级)在威海

市是首次开考。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新职

业认识的逐步加深，越来越多
的求职者看到了新职业的良好
发展前景，通过新职业考试获
得职业资格等级证书，有利于
求职者找到好的工作，参加新

职业统考的人也越来越多。据
了解，全国(省)新职业资格统考
设定在每年5月、11月举行，分
为理论笔试、技能笔试、技能操
作和综合评审等4部分。此次新
职业考试定于5月16日至17日在
威海职业学院开考。

22118866人人报报考考上上半半年年新新职职业业考考试试
创业咨询师(三级)在威海首次开考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 刘
洁 ) 5日，记者从文登区海洋
与渔业局获悉，自“数字船检”
监察信息系统推广应用以来，
文登积极进行渔船电子身份标
识安装工作，目前已有1 3 0艘
渔船安装了电子身份标识，占
全区渔船总数的22%。渔业部
门工作人员对安装了电子身份
标识的渔船进行查验时，可采
用专用设备进行电子识读，准

确高效。
据了解，文登渔政、渔港

监督、船检等部门共同配合，
抽调工作人员专门进行渔船
电子身份标识安装，鉴于文登
养殖船船主大部分是公司、合
作社，首先在养殖船上开展安
装工作，逐步在海洋捕捞船进
行安装；同时渔业部门抓住大
部分渔船在港停泊的有利时
机，逐一联系渔船船东，每个

安装小组由2名验船师和1名
操作员组成，2名验船师负责
船体核实主尺度、渔船主机、
标识安装和拍照工作；1名操
作 员 负 责 现 场 填 写《 山 东 省

“数字船检”渔船身份电子标
识安装确认书》，渔船船东现
场签字确认。在每天现场安装
完成后，及时统计汇总安装数
据。

渔船电子标识安装是“数

字船检”信息化建设的基础，
标签中储存船舶、船主的相关
信息，渔船检验人员查验时通
过专用设备能够现场读取渔业
船舶身份标签、渔业船舶卡和
柴油机身份标签中的信息，快
速准确地确认渔船和主机的身
份，查阅渔船历史资料，查验

《船舶检验证书》《产品检验证
书 》等 证 书 的 真 伪 查 验 与 记
录，准确高效。

文文登登113300艘艘渔渔船船安安装装““电电子子身身份份证证””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 刘洁
通讯员 王春丽 ) 5日，威海

市教育局官网对“威海教育名家
工作室”成员评选结果进行公示，
经过专家资格审查和评审，初步
确定“威海教育名家工作室”成员
56名。

威海自2014年起建立“威海教
育名家工作室”，每个工作室设主
持人1名，主持人根据双向选择的

原则，在全市范围内选配8名有发
展潜质的优秀青年教师作为成员，
组建工作室。工作室包括高中物理
工作室、高中数学工作室、初中地
理工作室、初中体育与健康工作
室、初中生物工作室、小学语文工
作室、小学数学工作室7个工作室。
工作室分为教师、班主任和校长三
个系列，市教育局组织专家对各区
市和市直单位上报的主持人所在

区市候选成员进行了资格和评审
过程审查，对各区市和市直单位上
报的非主持人所在区市候选成员
进行了材料评审和现场面试答辩，
确定7名主持人和56名成员。

工作室建设实行周期制，每3
年为一个建设周期。建设周期内，
主持人与工作室成员要坚持理论
研修和实践创新相结合、自主学
习与专家指导相结合、骨干培养

与引领辐射相结合、精品项目打
造与教育品牌培育相结合，根据
自身工作特点和特长，设立或承
担相关研究项目，加快人才的成
长，促进优秀教科研成果的形成
和推广，使工作室在全市乃至全
省、全国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力。

各个学校也着手打造优秀而
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教师队
伍，环翠国际中学老师谷萍入选

初中生物工作室成员。据介绍，环
翠国际中学成立名师俱乐部，学
校为俱乐部不同层次的成员提供
展示锻炼的平台，引领教师进行
校本培训。俱乐部的学科共同体
中，每个教研组都做出四年发展
规划，每周利用固定的时间，通过
集体备课和润美课堂课例打磨的
形式，引领教研组以及每位成员
更快更好地发展。

威威海海公公示示5566个个教教育育名名家家工工作作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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