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培训补贴、就业见习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

聊聊城城系系列列政政策策助助力力大大学学生生就就业业创创业业

无烟世界，清新一片。为了减少
吸烟以及二手烟对人们的危害，让
身体更加健康，让社区环境更加美
好，让呼吸的空气更加洁净，7月8
日，聊城大学于新东方社区广场举
办了“无烟世界，清新一片”的社会
实践活动。活动前，志愿者们积极搜
索有关吸烟的危害并做了展板和道
具。活动中，每个志愿者积极和居民
们进行交流，踊跃的向居民讲解吸
烟以及二手烟的危害，居民们听的
很认真，也确实意识到了吸烟带来
的危害。最后也有大部分吸烟者主
动熄灭了自己手中的烟，志愿者希
望通过自己的宣讲使更多的人放弃
吸烟，为社区带来一片片清新。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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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拒绝绝吸吸烟烟

为了向大家展示旗袍文化。聊
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近日在
东昌府区闸口举办主题为“风华绝
代，旗袍风韵”的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大学生通过展示旗袍道具来让
行人欣赏旗袍之美，并且向感兴趣
的行人讲解旗袍文化内涵及旗袍知
识，由旗袍再涉及到传统文化，彰显
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重要性。本次
活动的举办，不仅加深了人们对旗
袍文化的了解，而且让人们意识到
了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播。 (王文宇)

旗旗袍袍风风韵韵

燃烧器、低氮
取暖、洗浴、锅炉、调试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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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水污染，齐心共一战。为
了让社区居民意识到水污染的巨
大危害，加强居民们的保护水源，
防止水污染的意识，让水资源得到
充分的利用。7月10号，聊城大学于
东昌古城展开了“防治水污染，齐
心共一战”的社会实践活动。前期，
志愿者画好了展板，做好了活动道
具。活动中，居民们积极和志愿者
互动，讲解了社区水资源利用现状
以及水污染缘由，志愿者做好记
录。志愿者针对出现的系列问题，
向居民们讲解了社区水污染带来
的危害，并积极呼吁居民们减少污
水的排放并积极主动举报有关违
法行为。通过活动的举办，希望为
美丽社区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李军)

本报聊城8月6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实习生 王
安宁 魏欣) 眼下正是大
学生忙着就业创业的季节，
记者从聊城市人社局获悉，
为了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
聊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
策，不仅有就业方面的职业
培训、就业见习、社会保险
等补贴，还有创业方面的生
活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

具体来说，就业方面的
优惠政策主要包括：职业培
训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和高
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

职业培训补贴。高校毕
业生毕业学年内参加就业
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可
按 规 定 享 受 职 业 培 训 补

贴。毕业后按规定进行了
失业登记的高校毕业生参
加就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
训，也按规定享受职业培
训补贴。通过初次职业技
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
书 或 专 项 职 业 能 力 证 书
的，按规定给予一次性职
业技能鉴定补贴。按照专
业技能培训的难易程度，
时间长短和培训成本，以
培 训 等 级 或 通 用 工 种 为
主，职业培训补贴标准平
均为800元/人左右，最高
不超过1800元/人。初次职
业技能鉴定补贴标准是职
业技能鉴定费标准的80%。

就业见习补贴。派遣期
内的离校未就业山东生源

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
的见习单位发放见习期间
基本生活费(不低于最低工
资标准)给予见习单位一定
标准的就业见习补贴。就业
见习补贴期限一般为 6个
月，最长不超过12个月。补
贴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的50%，对见习期满留用
率达到70%以上的见习单
位，见习补贴比例提高10个
百分点。财政困难县(市、区)
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本
生活费补助所需经费，省财
政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的30%予以补助，见习期满
达到70%以上的县(市、区)，
省级补助比例提高10个百
分点。

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
补贴。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
毕业生，与之签订1年以上
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的小微企业，按其实际
缴纳的社会保险，给予最长
一年的社会保险补贴(不包
括个人应缴纳的部分)，对
离校一年内未就业的高校
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申报就
业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
保险的，按当地最低缴费基
数和规定缴费给予60%的社
会保险补贴(仅限于养老、
失业和医疗保险)，补贴期
限最长不超过2年。高校毕
业生社会保险补贴不能与
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
贴重复享受。

本报聊城8月6日讯 (记
者 张超 ) 8月6日下午，
山东阳谷电缆集团启动员
工诚信自律与失信惩戒机
制，集团法务部与市场营
销中心、财务管理、运营中
心及部分经销商代表分别
签 署 了《 诚 信 自 律 协 议
书》。

近几年，光电线缆企业
诚信履约问题频发，给行业
及企业敲响了“诚实守信”
的警钟。8月1日，国家电网
公司公布的“供应商不良行
为”中涉及诚信履约的问题
多达276件。

山东阳谷电缆集团总
经理王继然介绍，集团通
过开展全员自查、自纠，发
现有个别经销商、员工为
了追求短期利益，向合作
伙伴提供了不实的业绩证
明、资质文件等，给公司信
誉 造 成 了 不 良 影 响 。“ 为
此，我们对相关人员进行
了问责。”

王继然表示，公司将进
一步强化内控管理、员工信
用审查等工作，完善业务代
理模式的管理机制，落实好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政策要求，争做光电线
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
兵。

记者了解到，为减少商
业合同、金融信贷、财务审
计等关键环节的失信问题，
山东阳谷电缆集团通过强
化员工诚信自律与失信惩
戒机制，杜绝员工及代理商
违反集团内控制度和诚信
规范的行为。此外，山东阳
谷电缆集团还将定期与阳

谷县人民检察院开展诚信
建设及预防职务犯罪系列
讲座。

山东阳谷电缆集团始
建于1986年，系从事电线
电缆高新技术研究和生产
经营的技术密集型、高效
益的国家大型企业。近年
来，集团根据经济发展和
市场需求，积极响应国家

“新旧动能转换”、“工业
2025”等战略号召，不断强

化技术创新，投资10 . 27亿
元的年产4 0 0吨光纤预制
棒项目已全部投产达效；
与中铁电气化局集团联合
投资的年产1 . 2万吨高速
铁路高强高导接触导线项
目即将在阳谷开工建设；
阳谷光电信息产业园也于
近期入选山东省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 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重点建设项
目库。

阳阳谷谷电电缆缆集集团团启启动动企企业业诚诚信信建建设设新新机机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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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学学生生创创业业可可享享六六项项扶扶持持政政策策
创业方面的优惠政策

主要包括：生活补贴、一次
性创业补贴、一次性岗位开
发补贴、一次性创业场所租
赁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
息和创业平台奖补。

生活补贴。全日制博
士、硕士、本科生到聊城自
主创办企业且参加本地社
保的，博士生每个月补贴
3 0 0 0元，硕士生每个月补
贴 1 5 0 0元，本科生每个月
补贴 1 0 0 0元，补贴最长时
限3年。

一次性创业补贴。对首
次领取小微企业营业执照、
正常经营并在创办企业缴
纳职工社会保险费12个月的
创业人员，给予一次性创业
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1 . 5万
元。有条件的县(市、区)可将
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放宽

到符合条件的新注册个体
工商户，补贴标准不低于
2000元。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
补贴。对吸纳毕业年度高校
毕业生(不含创业者本人，下
同)并与其签订1年及以上期
限劳动合同，按月向招用人
员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的工资报酬，足额缴
纳职工社会保险费满4个月
以上的小微企业，按照申请
补贴时创造就业岗位数量
和每个岗位不低于2000元的
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岗位
开发补贴。

一次性创业场所租赁
补贴。一是在创业孵化平台
内创业的租赁费第一年减
免100%，第二年减免50%，第
三年减免30%。二是毕业年
度内的大学生在人社部门

认定的创业孵化平台外租
赁经营场所创办小微企业，
并且未享受场地租赁费用
减免的，自注册登记之日起
运营6个月以上，创业者在
本企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
费6个月以上，吸纳3人以上
就业并与其签订1年及以上
期限劳动合同，按月向招用
人员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给予
最长两年，每年不超过1万
元的一次性创业场所租赁
补贴。

创业担保贷款及贴
息。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
可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最多10万元，期限最长时间
不超过3年，第一年给予全
额贴息，第二年给予2/3的贴
息，第三年给予1/3的贴息。
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可

申请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最
多300万元，按规定享受创业
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

创业平台奖补。鼓励当
地政府、企业、个人等社会
力量充分利用自身在区位、
产业、人才、等方面的优势
建设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
平台，被认定为市级大学生
创业孵化示范平台的累计
奖补不超过50万元；被认定
为市级大学生农村创业特
色示范平台的累计奖补不
超过20万元；自2016年起，对
评估认定且通过省级复核
合格的省级大学生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园区)，在省级
奖补的基础上，市级再按照
省级标准的50%给予一次性
奖补。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实习生 王安宁 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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