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市首届创业培训营开营

50名学员免费接受半月创业培训
格就业创业可享优惠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

可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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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以非全日制、
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多样方式
实现就业，进行就业登记，以个人身份参加
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的人员，按实际缴费月
数，每人每月 20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可享补贴
各类用人单位招用持《就业失业登记

证》，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与其签订 1 年
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按实际招用就业困难人数，在相应期限
内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及岗位补贴。

社会保险补贴按年度社会保险最低缴
费基数计算，按用人单位为就业困难人员缴
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会保险费单位
应承担部分给予补贴。岗位补贴按照我市现
行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550元/月)执行。

自主创业成功人员

可享补贴
登记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复退转业

军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农民工等
城乡各类劳动者，首次领取营业执照，正常
经营 1 年以上，可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吸
纳登记失业人员就业且与其签订 1 年以上
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可按申请时创造就业岗位个数申请创业
岗位开发补贴。

创业岗位开发补贴标准为每个岗位500

元：吸纳就业3人及3人以上的，给予一次性
创业补贴2000元，3人以下的补贴1000元。

劳动者从事个体经营

可享受收费减免
登记失业人员、军队退役人员、残疾人、

毕业 2 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
的。自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 3 年内，依法免
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
性收费，免除前置审批的各项费用。

本报记者 张永斌 实习生 厉德成
整理

目前，全省迎峰度夏工作进入关键时
期，国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司结合安全大检
查工作，组织排查消缺用电设备安全隐患，
迎战夏季用电高峰。 (邢宪蕊)

安全常抓不懈战夏峰

保安全用电不松懈

近日，莱西市的持续降雨，给电网带来
了很大的压力，国家电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
司时刻保持戒备，加强巡线力度，将隐患消
除在萌芽中，确保安全供电。 (戴书展)

日照国际海洋城工商分局

为大学生开绿色通道

半小时可领营业执照

本报 7 月 11 日讯(见习记者 许妍 通
讯员 苗红) 日照市工商局国际海洋城分
局实施 12 条新政优化市场环境，新政中的
不少举措进一步降低了创业门槛，对准备创
业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大学生办理企业登记注册，工商部门为
大学生提供更加便利、快捷的服务，接受网
上咨询，实行网上受理、网上审查。

日照市工商局国际海洋城分局通过电
子邮件首创推行网上登记。海洋城分局创新
推行通过电子邮箱网上审查、网上受理的快

捷登记服务方式，实现了登记注册由“面对
面”向“键对键”的转变。

登记人员通过网上预审通过后，只要
一次性到窗口提交所需书面文件材料，30 分
钟内即可领取营业执照，大大节省了申请人
的申办时间和相关费用，此举在全市属首
创，目前，已实现了辖区企业网上登记注册
服务的全覆盖。

此外，大学生创业同样还可以享受到工
商注册免收费、上门服务、预约服务等一系
列优化服务政策。

岚山全国海选15名优秀骨干教师
涉及两所中学，下月起报名

本报 7 月 11 日讯(记者 张
永斌) 岚山区编制办、岚山区人
社局、岚山区教育局发布公告，
面向社会为岚山区一中、岚山区
实验中学招聘15名优秀骨干教
师，报名时间为8月7日至8月9日。
新招聘的骨干教师试用期满经
考核合格，其配偶为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的，根据个人意愿，2

年内由相关部门负责平行调入
岚山区。

报考岚山区一中的，须具备
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
从事高级中学教育工作 5 年以
上的在编教师。报考岚山区实验
中学的，须具备初级中学及以上
教师资格证书，从事初级中学教
育工作 5 年以上的在编教师。报
考语文学科，普通话水平须在二
级甲等及以上。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
(1978 年 7 月 1 日后出生)。

符合招聘学科所需的下列
条件之一者：现市级以上教学能
手(骨干)教师、教学新秀；取得市
级优质课比赛一等奖以上的优
秀教师(电教优质课除外)；市级
以上学科带头人、名师、特级教
师(年龄放宽到 40 周岁，即 1973

年 7 月 1 日后出生)。
日照市岚山区教育系统在

编教师不得报考，日照市其他区
县及市直教育系统教师报考需
经当地县(区)级及以上教育主管
部门同意。

招聘学科计划中，岚山区一
中：语文 1 人、数学 1 人、英语 2

人、化学 1 人、政治 2 人、生物 1

人。岚山区实验中学：语文 1 人、
数学 1 人、英语 2 人、生物 2 人、
信息技术 1 人。

考试为面试。面试采用试讲
的方式，试讲内容为所报学科现
行学段教材。面试成绩采取百分

制，面试结束后当场向报考人员
宣布。报考人数超过该学科招聘
计划人数 5 倍的，加试笔试，内
容为教育理论和高中以上相应
学科专业知识。笔面试时间地点
另行通知。

新招聘的骨干教师，实行
一年试用期，在任教一年内切
实发挥骨干作用，试用期满经
考核合格后，由区编办负责落
实编制，不合格者予以解聘。新
招聘的骨干教师试用期满经考
核合格，其配偶为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的，根据个人意愿，
二年内由相关部门负责平行调
入岚山区。

报名时间为8月7日至8月9日
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
00。报名地点为岚山区教育局人
事科(教育民政科技综合办公楼
308室)，地址：岚山区岚山中路(区
政府广场西300米)。

本报 7 月 11 日讯(记
者 张永斌) 岚山区拟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30 名
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区直
事业单位工作，聘用期间
享受在编在职同类人员
待遇。

11 日，岚山区人社局
发布信息称，经研究决
定，2013 年日照市岚山区
区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优秀大学生的面试时间
定于7月13日。各位参加
面试的考生携带身份证、
准考证，于面试当日早7：
00前到岚山区人民医院
综合楼参加面试。地点：
岚山区岚山西路。

7 月 9 日，国网日照供电公司输电运检
人员顶烈日冒高温对 220 千伏照海线输电
线路树木进行修剪，当日修剪树木 60 余棵，
确保输电线路与树木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
距离。 (尹延红)

修剪树木
实现线树“和谐”

6 月份以来，国网日照供电公司强化应
急预案演练，加强预案管理，充实应急物资，
健全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提高每一位
员工的事故救援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
生产。 (丁月明)

强化应急演练

确保变电站安全运行

7 月 9 日下午 1 点，220 千伏稍坡变电
站现场正在进行变压器安装工作，随着这台
2 号主变带负荷测试成功，稍坡站 2 号主变
安装工作圆满完成，标志着今年迎峰度夏前
最后一个大型工程成功投入运行。 (刘永)

稍坡变电站改造

确保迎峰度夏

7 月 6 日至 7 日，国网日照供电公司配
电运检室工作人员放弃周末休息时间，顶高
温，战烈日，分别对 10 千伏兴文线天津海滨
四路环网柜和南环西线小岭环网柜进行智
能化改造。 (张守祥)

国网日照供电公司注重安全文化宣贯，在生产现场、办公楼悬挂安全挂图、格言警句，倡
导安全文化理念入脑入心，营造“人人讲安全、处处讲安全、时时讲安全、人人抓安全”的浓郁
氛围。 (丁月明)

日照供电公司：加强安全文化建设 营造安全生产氛围

顶高温战烈日

推进配网智能化改造

格相关新闻

岚山招30名大学生

明日面试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张永
斌 ) 11日，日照市首届创业培
训营开营，免费为50名学员开展
为期15天的集中培训。据悉，这
种以训练营形式开展创业培训
在日照市还是首次。

11日上午，在日照市首届创
业培训营现场，50名学员分成6

个小组，各个小组的名字很“正
能量”——— 雄鹰、启航、创飞等
等。现场导师说，通过分组，让学
员们学习团队作战、集体分工的
协作精神，为以后的创业发展壮
大，提供支撑。

日照市就业办培训科科长
任丽介绍，城镇就业转失业人
员、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乡
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
生、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个人有
培训意愿的，可申请参加就业创

业培训。有培训意愿的劳动者，
向社区(村居)、街道(乡镇)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服务机构、定点培
训机构或市、区县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资料。

“参与培训的个人不用掏钱，产
生的费用由政府补贴给培训机
构。”她说。

“此次创业培训营与普通创
业培训不同。学员将重点学习创
业意识、思维、技能及政策等内
容，理论学习与创业实践穿插进
行，以提升选择合适项目、起草
创业计划书、筹集创业资金等创
业技能，更好地实现自主创业。”
参与此次培训的中智职业培训
学校负责人李杰说。

参加培训的27岁学员庄盟
在天津学过相声，后来回日照
后，在一个单位的文艺队待过一

段时间。“我现在正筹备一家婚
庆公司，但没有创业的经历，所
以来参加此次培训，想获得能力
的提升。”

本次训练营由日照市人社
局和日照市财政局主办，是日照
市探索政府出资购买创业培训
服务的一次有益尝试。

11日，创业训练营开营，专家正在授课。本报记者 张永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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