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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计划考录

30名选调生
1月6日-10日网上报名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郭佳)
2012年山东省继续考录1000名选调
生到基层工作，其中面向应届优秀高
校毕业生选调700名，面向服务基层
项目人员选调300名。据悉，日照市考
录选调生计划为30名，其中包括应届
优秀高校毕业生23人，服务基层项目
人员7人。

据了解，日照市计划从应届优秀
高校毕业生中考录的23名选调生包
括综合类本科生16人，硕士研究生2

人，法院系统2人，公安系统3人。此
外，还计划从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中考
录选调生7人。

应届高校毕业生面向全国普通
高校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海外高校
2012年全日制应届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优秀毕业生，须为学生干部中的中
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大学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
超过24、27和30周岁。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面向2010年
以前(含2010年)由山东省统一选聘或
招募、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合格)以上
等次、普通高校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
学历、目前在岗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
中的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服务基
层项目人员年龄较应届高校毕业生
相应放宽3岁。

符合条件人员可于2012年1月6日
至10日登录山东选调生网报名。3月3

日在济南统一组织笔试，4月上中旬进
行面试。

日照市老城区长途汽车站对面

颐景园沿街旺铺4 1 1平米(地上二层
2 7 4平米，地下一层1 3 7平米)，毛坯，

可更名，可贷款，位置优越，有意者

面议(中介勿扰)。

电话：13256033136

旺铺出售 天驰汽车装饰
诚聘：
装饰技师、学徒工、洗车工。工资面议，

待遇从优店庆一周年，八折优惠
地址：秦皇岛路凌海大酒店东50米路

北

电话：15094825728 15263323532

吉旺汽车租赁
租赁全新轿车（宝马、帕萨特、

雅阁、捷达、伊兰特）商务车、越野

车，可根据您的需求提供相应车辆，

承接婚庆用车。

诚邀加盟、车辆挂靠（车辆抵押）
电话：2220660 13734305555

地址：山东路390号东港区水利局

声明
噪日照鸿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职工辛全富二级建造师注册编号为
鲁211081103773的执业印章不慎丢失，
特此声明。

出租、出售、转让
噪急售：德赛国际公寓9#楼401

住房，复式，297平米，双气，双证，阁
楼 + 车 库 ，价 格 面 议 。电 话 ：
18663392878

噪黄金地段中型会议室对外承
接，电话：15863369819

噪出租东方海岸一室一厅，精
装，家具新配置全，电话：13792010807

噪赛福特城，海滨三路南首，

94m2两室两厅一卫，瞰海高层，双卧
朝阳，售价4430元/m2，13563310693

噪出售：山东路慧泽园小区131

平米，地下室9平米，精装，可租，电
话：13792010807

诚聘
噪山东荣信集团常年面向社会

招收食品加工人员。月收入2000-4000

元，包食宿，要求18-45周岁 .身体健
康，有意者请联系18963336988

噪美思特国际酒业诚聘优秀店
员1名，团购员数名(有经验者优先)，
底 薪 1 5 0 0 + 酒 水 奖 ，电 话 ：
18663326677 地址：北京路王府大
街

噪东方医院诚聘妇产科医生2

名，护士10名，助理医师2名，B超医
生2名，导诊2名，收费药房3名，检
验员 2名，网络咨询员 2名，电话：
3995908

噪招收铁路乘务员限女性年龄
21岁，电话：2915222、3991005

噪心视界眼健康中心，现招聘
验光师2名，视光顾问5名，中专以上
学历，幼师、护理专业优先，电话：
13906336655，地址：金阳路10号（市
实验小学对面）。

噪日照关爱医院诚聘：口腔科医
生：2名；妇产科医生：2名；外科医生：
1名，临床专业：5名；药剂师(士)：2名；
检验士(师)：2名；护士长：3名护士：5

名 ；文 员 ( 女 ) ：2 名 , 联 系 电 话 ：
15563332828。

为什么成绩不能提高？为什么很努力成
绩不能更进一步提高？

全科全面的训练课程，神奇的方法让您
的成绩不可思议的改变。

初中高中成绩快速提升：一对一

www. 018edu.com 电话：0633-8878301 王老师
地址：日照新市区威海路123号 滨海经典204室

荣获市先进社会组织荣誉称号
北京舞蹈学院考级及初试考点
中国国际标准舞会指定考点
北京大学青少年素质教育日照基地

秋季招生
日照田野舞蹈学校

新市区校址：新营中学对过 老城区校址：东辰广场对过

电话：13863319585 13468301238

网址：www.rztianye.com

加盟咨询热线：0633-8816878 13906336655

地址：金阳路10号(市实验小学对面)
技术官方网站：www.xsj6-6 .com
全国咨询热线：400-6677-123

不按摩、非手术、不接触、不反弹。

18周岁以下低视力学生，采用国际领先
“视功能优化训练”技术，仅需10—80小时
即可实现裸眼视力
每月前1 0名特困家庭可享受免费视力康复
救助

职业资格培训100%过关

报名地址:日照市机电工程学校办公楼五楼
电话：2915222、3991005、3991006、18863331588

国家级旅游计调师职业资格培训
国家级导游职业资格考试
教师资格考试

博视顿
Boston

美国博视顿视力提升中心
博视顿弱视近视矫正中心

安全：不手术、不打针、不接触眼球，绝对安

全的科学理疗方法

快速：首次进行矫正训练就能立竿见影，无数

孩子和家长见证了博视顿的神奇效果

效果：18周岁以下600度以内近视、散光、远视，8

-30周岁弱视矫正，3-6个月视力均达到1 . 0

地址：日照威海路城建花园西门北侧(新营小
学北200米)

电话：8781677 13963332790

网址：www.us-boston.com

关工委公益网站：www.sun-shion.com

1 . 0

免费体验 签约矫正

博视顿技术 给我三个月 还你视力

开设：幼小衔接、一年级至初中二年级、按年级
分班、奇趣故事情境、动画FLASH课件。
让你身临其境 学趣味数学！
诚聘：专职数学老师

招生电话：3932222 13774929977
老城区：金阳路中段实验小学对面小儿郎学堂

新市区：城建花园内小星星英语学校

佳一数学

无缝 静音中国麻将机十

佳品牌

茶楼棋牌室定

点采购单位

以旧换新 维修麻将机 销售二手麻将机

日照店：海曲西路（个体车站西50米) 0633-2215277

五莲店：金沙西路（个体车站候车厅对过） 13468332211

莒县店：文心西路（长途车站西50米） 13792004077

岚山店：圣岚路（岚山车站对面） 13792038866

雀康精品麻将机

一天仅用几元钱 温暖舒适过冬天
1 .暖阁尔暖霸（比空调节能8 0 %，比普通电
暖器节能5 0 %）4 0平米小时可达2 5℃以上，
制热均匀，办公家用两相宜。 上市价7 8 0
元
2 .冬雪水龙头，一开出热水。
（老婆：你再也冬天冻不着手了）上市
价380元
诚招莒县、五莲及乡镇代理商
服务热线：13863307037 8227153（一生缘
厨卫电器）任经理

本广告抵代金券30元

服务热线：13863307037 8227153任经理 地址:

山东路与日照路交汇处西30米路北(一生缘厨
卫电器)

友情提醒：请交易双方查验对方相关的有效手续及证件，本版刊登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视视力力康康复复中中心心

1 . 0

全国连锁 品质保障

心心视视界界

日照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明年元旦施行

家庭成员患重病可增发补助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侯健)

20日，记者从日照市人社局获
悉，日照市政府日前以第71号令
发布了《日照市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实施办法》，该办法将于
2012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五
年。

据了解，持有日照市常住户口
的城乡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
员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申
请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

外地来本市就读的在校学生
不享受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按规定由生源地保障。

保障分城乡两套标准

实行差额救济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为，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农村居
民和拥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
城市居民，适用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其他居民适用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
差额救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减去低保对象家庭月人

均收入，为低保对象家庭享受的月
人均补助额；家庭成员月人均补助
之和，为低保对象家庭每月应领取
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总额。

同时具有城市居民和农村居
民的家庭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根据
居民的身份，按照当地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予以保障。
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当地农村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于当地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只保
障该家庭中的城市居民。

家庭成员中患有尿毒症、白
血病及植物人等重大疾病需常年
用药治疗的，每人每月增发40元；
家庭成员中因患重病或者重残丧
失劳动能力且家中有非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学费较高，严重影响家
庭基本生活的；单亲家庭中家庭
成员因患重病或者重残丧失劳动
能力的，每人每月增发30元；无依
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

“三无”人员；享受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待遇的重点优抚对象，单亲
家庭中家庭成员患有需住院治疗
疾病或者长期服药、影响劳动能
力的，每人每月增发20元。

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当地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但是在当地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之内，家庭生
活确有困难，且已丧失劳动能力
的成年重度残疾人，应当在单独
立户后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计算农村家庭收入

考虑市场波动因素

日照市计算城市居民家庭收
入，按照居民家庭申请享受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时前3个月收
入的平均数额来计算。

计算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应
当按照居民家庭提出申请时上一
年度或者当年的家庭收入计算，
年景丰歉悬殊及市场价格波动较
大时，可以按照两个年度的平均
收入计算。

办法对家庭收入作了详细说
明，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和其他
劳动收入；离退休养老金、退养退
职生活费、失业保险金、职工遗属
生活补助费；商业养老保险金、商
业医疗保险金、土地征用补偿和
安置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补助、
粮食直接补贴、退耕还林还草补
贴；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储蓄
存款及其利息收益；种植业、养殖
业、手工业、捕捞业等家庭经营收

入；自谋职业收入；土地承包权流
转收益，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收入
等都应当计入家庭收入。

连续三月不支取

取消享受低保资格

申请人自县级民政部门批
准的次月起，按县级民政部门确
定的补助数额，享受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待遇。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金由县级民政部门协
议委托银行按月发放，低保对象
直接从其最低生活保障金账户
支取。

而连续3个月未支取最低生
活保障金的，推定为家庭生活不
够困难，不符合享受最低生活保
障待遇的条件，取消其享受最低
生活保障待遇的资格。

据悉，低保对象享受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后，居住地和户籍地
不一致的家庭，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委托其户籍所
在村(居)民委员会书面告知其在
三个月内将户口迁至居住地。符
合户口迁移规定，无正当理由逾
期不迁的，应当停发最低生活保
障金。

有下列1 7种情形之一的，不能享受
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虽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实际生活消
费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非因拆迁原因购买或者新
建住房；因拆迁原因购买住房但购买面

积超出当地人均住房面积30%以上；高
标准装修现有住房；城市低保申请人有
闲置住房；近期购买电脑、摄像机、数码
相机、钢琴、空调、冰箱、机动车辆、金银
珠宝饰品等高档非生活必需品，及其他
单件价值超过月低保标准10倍以上(含
10倍 )的非生活必需品；拥有并经常使

用高档电器等高消费物品；拥有、经常
使用各种机动车辆(残疾人用于功能性
补偿代步且未用于客货运营的机动车
辆除外)、经营性农机具；家庭电话月费
用达到当地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50%以
上；投资有价证券、收藏高值物品等都
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17种情形不能享受低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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