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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月11日日起起，，企企业业用用工工需需网网上上备备案案
未备案企业将被记入信用档案

2月份有17场

专场招聘会

本报1月22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通讯员 孙力伟 冯岩) 22

日，记者从烟台市人力资源市场获
悉，在春风行动就业服务活动期
间，2月份举办多场有针对性的招
聘会。

专场招聘会时间安排如下：
2月7日“进城务工人员暨再就

业人员招聘会”
2月8日“商业服务暨市场营销

企业招聘会”
2月10日“大中专毕业生招聘

会”
2月11日“食品加工暨餐饮服

务企业招聘会”
2月12日“服装加工暨销售企

业招聘会”
2月13日“汽车制造生产暨售

后服务企业招聘会”
2月14日“电子加工暨机械制

造企业招聘会”
2月17日“就业援助招聘会”
2月18日“专业技能人员招聘

会”
2月19日“国际贸易暨市场营

销招聘会”
2月20日“食品生产暨住宿餐

饮企业招聘会”
2月21日“广告传媒暨装饰设

计企业招聘会”
2月24日“批发零售暨商务服

务企业招聘会”
2月25日“房地产暨装潢企业

招聘会”
2月26日“旅游住宿暨餐饮服

务企业招聘会”
2月27日“高校毕业生招聘会”
2月28日“物业管理暨家政服

务企业招聘会”

莱山图书馆

19路56路车直达

本报1月22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本报1月21日B03版报道了莱
山区图书馆免费向公众开放的消
息，不少市民致电本报询问怎么乘
公交去莱山图书馆？记者现进行解
答，莱山图书馆位于莱山区港城东
大街的胶东文化广场(五彩文化广
场)文化中心。市民可以乘坐5、33、
53、55、57、86、566、567路公交车到
凤凰小区站下车，步行约700米到
达；也可以乘坐56、19路在世纪名
都或者广播电视台南站下车即到；
还可以乘坐5、10、17、23、51、52、62、
567路在广播电视台站下车，西行
步行 6 0 0 米到达。图书馆电话：
6891883。

改造线路
保供电

本报讯(通讯员 刘君波) 近
日，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组织50多
名施工人员对金玲镇10千伏双吉
线等3条线路进行改造，以确保春
节期间电网安全可靠供电。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晓鹏) 22日，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目前人
社部门正在推进全市企业劳动
用工网上备案工作，拟于2月底
完成。

目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已确定建立全国集中的劳动用
工备案信息系统，支持各地劳
动用工备案业务办理，建立全
国劳动用工数据库。烟台市劳
动用工备案管理信息系统已于
2009年底正式启用。

为进一步规范劳动用工管

理，市人社局近期出台了相关
文件，对劳动用工备案工作进
行了理顺，同时对原有的《合同
制工人用工花名册》及《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进行了
修改。

相关文件及常用表格材料
均已在市人社局网站公告栏中
发布，市人社局同时建立了劳
动用工备案公共邮箱 ( 账号
y t l d y g b a @ 1 6 3 . c o m ，密 码
6246077)，各单位可自行下载使
用。

已开户的市属用人单位

可凭组织机构代码为用户名
进入网上用工备案系统(http :
//ldyg .mohrss .gov .cn)进行初
始备案。未开户的单位应先持
相关材料到市人社局劳动关
系科开户，然后进行初始备
案。

初始备案工作量大，各市
属用人单位可联系市人社局
劳动关系科，取得本单位职工
部分信息，在此基础上做补
正。

初始备案工作拟于2014年
2月底完成。3月1日起，企业在

进行招工，与职工续订、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职工退休、死亡
或办理调动时，均需先进行网
上用工备案。经审核通过后，持
加盖用工备案专章的材料方可
办理其他业务。

“企业没有及时备案且逾
期未改正的，将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取消其
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
责人评优评先资格；给劳动者
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市人社局劳动就业办公室
工作人员介绍。

旅行社搞年会，有人坦言“没了肥肉，也没了干粮”

业业绩绩下下滑滑，，旅旅游游企企业业抱抱团团求求发发展展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代

曼 通讯员 率春明) 22日，
在烟台市旅行社协会年会上，
几家景区争相上场搞起了推
介。2013年，烟台大部分旅游企
业出现业绩下滑现象。当天的
旅行社年会上没了大餐和抽
奖，旅游企业主要在开展新一
年的宣传推介。

诚信国旅总经理竺国光每
次年会都不落，在他看来年会
形式简化了，但内容更充实了，

“2013年业绩普遍不好，同行坐
在一起都在诉苦，总结完经验
还得想想今年怎么办。”

对于大多旅行社来说，
业绩下滑成了普遍现象，眼
下的这个春节真真正正成了
年关。而部分景区的参会人
员在说起旅游收入时，也用

“危机重重”来形容。一旅游
行业资深人士坦言，新旅游
法带走了散客，八项规定带
走了机关单位客源，“现在没

了肥肉，也没了干粮。”
“虽然这两年旅行社数

量 在 增 加 ，但 整 体 实 力 不
强。”烟台市旅游局副局长张
博在年会上和旅行社经营者

“唠家常”，“旅行社不是旅游
社，单纯地提供观光游服务
已经走不通。”

张博说，要想困境突围，还
得从产品和服务上下工夫，游
客出行方式、出行目的越来越
多元化，只有适应新的变化，才

能顺利渡过转型期。
在当天的年会上，各酒店、

景区纷纷做宣传推介。烟台海
昌鲸鲨馆等几家景区和交运国
旅等几家旅行社现场签约，抱
团整合资源求发展。

烟台市旅行社协会会长王
美玲告诉记者，旅行社协会还
会成立专门的旅游线路产品研
发小组，为烟台的景区、旅行社
搭建一个平台，进行资源整合
整体推广。

红极参——— 可以直接切着吃的海参

返返乡乡特特惠惠，，问问天天阁阁红红极极参参陪陪您您把把爱爱带带回回家家

年关将近，您还在为买年
货送礼发愁吗？作为烟台节日
礼品新贵，红极参系列礼品无
疑是您的首选。鉴于此，问天阁
红极参隆重推出春节感恩特惠
活动，更有新春礼品提货券全
程服务。

红极参是中国著名健康海
参品牌，纯天然野生有机食品。

红极参生长在冰岛深海，纯
天然野生老海参，体内不含任何
污染物，生长期达10年以上。经
泛美利华采用拥有独立知识产
权海参零添加鲜煮工艺，不添加
任何添加剂，做到无糖、无盐、无
水发、无抗生素、无农药残留，使
海参的营养成分得到最大限度
的保留。经国家权威机构认证
(国家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NO.W2009009\NO.W2009010检验
报告)，其主要营养成分是养殖
海参的3 .56倍。

活动内容如下：
活动一：凭有效返程车船

票，进店再享特价红极参9折优
惠，折后更享红极参贡丸半价
优惠。

活动二：特价红极参肉，
180元/斤，买10斤赠1斤。

活动三：特价红极参，原价
680元/斤，现280元/斤，凡购买5

斤以上有百元大礼赠送。
活动四：购买其他红极参

产品，均享受八折优惠。
此次活动问天阁红极参根

据不同的主题重磅推出4款红
极参新年大礼包提货券：

礼券一：红极参深海鱼大
礼包—128元。

礼券二：红极参合家欢大
礼包—168元。

礼券三：红极参孝亲大礼
包—280元。

礼券四：问天阁养生宴大

礼包—1160元。
凭券您只要打一个预约电

话，即可礼品到手。用一句话形
容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便己
便人便大家。

温馨提示：消费者在购买
红极参系列产品时，请仔细检
查红极参产品的包装，如果您
要购买的产品不是精美彩色包

装，是简易包装，或者根本没有
包装，此产品必定是假冒红极
参，请消费者注意鉴别!

活动地址：问天阁红极参
养生会馆—广仁路步行街30号

红极参专卖店—大海阳路
大润发肯德基路东

电话：6218688
400-615-8361

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

追踪报道

龙龙马马精精神神
喜喜迎迎春春

近日，烟台新世界百货户外
广场架起了一组长106米钢架结
构的龙舟灯。龙头高近6米，龙尾
长12米，夜幕降临时，金红相映，
引来不少市民拍照留念。新世界
百货工作人员介绍，马年架起龙
舟，寓意龙马精神，吉祥兆丰年。

本报记者 韩逸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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