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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重点

严严禁禁公公款款购购买买印印制制贺贺年年卡卡
市纪委将对典型问题通报曝光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者 晋
森 通讯员 田希涛 田玉平) 7
日记者从济宁市纪委获悉，目前济
宁市纪委印发了《关于加强监督检
查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
等物品的通知》，要求严禁用公款
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
信片、年历等物品。

“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
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既

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又助长奢靡之
风，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
必须坚决纠正和制止。”记者看到，
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
员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中央反对不
正之风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认真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自律，
严守纪律，以实际行动树立和维护
良好形象，赢得群众信任。

对于通知适用的范围，也给予

了明确的规定。各级党政机关、国
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以
任何形式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
赠送贺年卡、明信片、挂历、台历、
集邮册等物品或纪念品。涉及外
事、港澳台事务、侨务等工作需要
不在此限，但也要提倡节俭。要严
肃财经纪律，强化审计监督，相关
费用不准转嫁摊派，一律不准公款
报销。

对违反通知精神的，济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顶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对典型问题及时通报曝光，以
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注重长效监
督，从具体事情抓起，从突出问题
改进，锲而不舍加强作风建设，不
断巩固和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的成果。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 (记者
汪泷 通讯员 乔明 高灿

灿 ) 7日，济宁市政府召开了全
市新增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新闻
发布会，通过了自去年年底至
今全国、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申报获批的274处文保单位。

今年5月份，国务院核定公
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济宁市17处名列其中。加
上前六批公布的1 9处，目前全
市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6处。今年10月份，山东省政府
核定公布了第四批省级文保单
位606处，其中济宁市又111处
名列其中，超过全省总数的六
分之一。目前全市省级文保单
位共计206处。

2012年之前，济宁市共有
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282处。
去年年底以来，济宁市新增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市级
文保单位共计274处。目前全市
共 有 市 级 以 上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556处。

济宁一年多新增

274处文保单位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 (记者
贾凌煜 ) 8日起，研究生招生

考试济宁招生考试中心报名点
现场确认开始，记者了解到今
年该报名点有1 4 9名考生未通
过 教 育 部 网 上 学 历 ( 学 籍 ) 校
验。现场确认时，这部分考生须
提供学历认证报告或申请，否
则不予确认。

“毕业年月有疑问”“学历
证书编号查无学历”“学习形式
有疑问”等等，济宁市招生考试
信息网上公布了1 4 9名考生名
单，每一个考生姓名之后都有
详细校验提示。据济宁市招考
中心信息科科长曾凡雨介绍，
这些未通过学历校验的考生在
现场确认时需提供学历(学籍)
认证报告，认证报告没有拿到
的，要上交申请及承诺书。学籍
学 历 不 匹 配 且 没 有 申 请 认 证
的，一律不予确认。

另外，现场报名采取按报
名号前7位分段确认的办法，考
生可登录济宁市招生考试信息
网根据自己报名序号找到确认
的日期，然后按规定的日期去
现场确认。

149名研招考生

未过学历校验

为新入职毕业生送知识，就业课堂走进广联

113377名名见见习习生生享享免免费费就就业业培培训训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者

马辉 贾凌煜) 7日上午，在
广联医药连锁公司总部，市中
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培训班举行
开班仪式。137名高校毕业生跟
随职业指导师学习如何加强团
队合作及职业生涯规划。通过
专业培训，提高毕业生的就业
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

“孝道在市场营销中有重
要作用。”培训班伊始，职业指

导师为学员们做了《市场营销从
自我营销开始》的讲座。他们将
通过三天的集中培训，让毕业生
们对自己有较全面的认识。

学员李娜认真做着笔记，
她是广联医药运河门店的实习
收款员，今年8月份刚到公司工
作。“实习期满合格就会转正，
公司本身是知名企业，会给缴
纳各项社会保险，薪资待遇也
很不错，有保障。”李娜告诉记

者，以前她在一家礼品行当会
计，觉得广联发展前景好便选
择了跳槽。

而去年通过见习的谢赞，
如今已是一家门店的经理。毕
业后直接到民营企业工作，她
的选择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公
司经常举办业务培训，让员工
个人能力得以较快成长，而且
在民营企业发展空间比较大，
在我看来这是其他岗位不可比

拟的。”
“公司成立以来为近千名

大学生解决了就业问题，公司
整体氛围越来越受毕业生青
睐。”广联医药连锁公司总经理
栾明香对毕业生学员们寄予厚
望，自去年成为市中区首批见
习基地以来，吸引了百余多名
高校毕业生来见习，在给毕业
生们提供施展才华平台的同
时，也为公司储备了人才。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者 马
辉 通讯员 崔保运) 9日晚，山
推将代表中国装备制造业工程机
械行业“国家队方阵”，亮相央视财
经频道纪录片《大国重器》。山推主
攻高端制造，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这
也标志着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第
一次通过完全自主研发，向机械制
造的高端领域发起冲击。

从6日开始，我国第一部大
型高清工业电视纪录片《大国重
器》将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黄
金时段首播，连续六天播放。山
推和徐工两家两家企业凭借实
力，代表中国装备制造业工程机
械行业“国家队方阵”参与《大国
重器》纪录片拍摄，纪录片将在11
月9日晚21:10第四集播出。

《大国重器》纪录片共6集，每
集50分钟，分别为《国家博弈》、

《国之砝码》、《赶超之路》、《智慧
转型》、《创新驱动》、《制造强国》。

在山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
山推集团董事长张秀文从宏观
方面对行业趋势和山推发展进
行了介绍。他说，一直以来，山推
坚持“内生式发展”之路，在工程

机械主机及配套件两个领域深
耕细作。推土机、压路机、装载机、
混凝土机械车等主机产品全面
开花，履带底盘、变速箱、变矩器、
结构件等配套件占据国内大半
江山，并配套小松、沃尔沃等国
际知名公司，徐工、三一、柳工等
国内知名企业，支撑着中国工程
机械行业的发展。

广联医药是济宁知名的医
药连锁零售品牌，随着其5分钟
购药圈的打造，106家店面散布
城区。并且，广联还在以每年10
家店面的速度迅速扩张。人才
是事业发展的基石，如何招到
人？留住人？培养人？在当前众
多服务业企业遭遇用人荒的背
景下，该企业董事长王广明却
有着自己独特的“用人观”。

在2008年之前，广联医药在
城区的药店就已有60多家了，那
时，销售员大都是中专或高中毕

业的女孩子。可随着广联医药的
迅速布点，他们每年的用工量约
在200人，这么大的用工量单靠
市场招聘，工作量大，稳定性不
佳。于是，王广明开始考虑他的
广联人才储备计划。

“企业做大，靠什么留人？我
认为，要让她们感到工作快乐，
有尊严，有待遇的保障，有成长
的平台。”王广明告诉记者，医药
行业不同其他行业，百姓来买
药，不能简单销售，还要为他们
解疑答惑，提供参考意见。因此，

广联开始提高招聘门槛，招收医
药、临床等专业的高学历人才。

作为市中区首批见习基地，
广联借助人社部门的支持，使源
源不断的生源进入企业。两年下
来，已有130余名大学生留用广
联，留用率达100%。王广明说，为
了培养更加适合企业发展的人
才，他们专门与外地高职院校合
办广联班，免费招收学员进校学
习，两年在校学习结束后进入药
店实习，合格者全部留用。现在，
广联医药员工已达千余人。

高校毕业生就业培训，是
济宁市中区人社局开展就业培
训进企业的重要活动之一。通
过设立就业见习基地、开展就
业培训、发放小额担保贷款、建
设人力资源市场等活动，解决
了众多高校毕业生就业。

据济宁市中区人社局局长
张金军介绍，这次对见习基地
毕业生进行就业培训，有利于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使新参加
工作的毕业生尽快适应角色，
提高个人和团队协作能力。

据了解，济宁市自2009年
试行就业见习计划，目前全市
约有160余家企业设立了见习
基地。“济宁市中区现有4家就
业见习基地，今年已安排130余
名高校毕业生进行见习，七成
以上都能留用。就业培训是由
政府出资并邀请专家进行授
课，帮助企业培养人才。”济宁
市中区人才服务中心主任程艳
修称，就业见习基地的设立，本
是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的途径
之一，刚开始时留用率约为
10%。如今70%的留用率使这一
方式更受毕业生欢迎。

另外，民营企业在经济社会
的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
毕业生及家长也认识到这种变
化，转变就业观念，积极到民营
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实现就业。

转变就业观念

在民企也有作为

相关链接

提待遇、搭平台，广联留人才

自主创新亮点纷呈，跻身装备制造“国家队方阵”

山山推推将将亮亮相相央央视视《《大大国国重重器器》》

广联去年接收的见习生留用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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