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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章丘丘将将举举办办民民营营企企业业招招聘聘周周
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可享补贴

去去哪哪儿儿旅旅行行登登陆陆AAppppllee SSttoorree

近日，全新去哪儿旅行客户端
4 . 2正式登陆Apple Store。此次新
版客户端在界面设计上展现了对
iOS7系统的完美融合，以清新雅
致的色彩、轻快流畅的基调迎接春
夏的来临。作为唯一通过PC I -
DSS第三方支付安全认证的旅行
客户端，去哪儿旅行新增了酒店担
保收银台等功能，进一步提高了支
付安全，完善了用户体验。

测试发现，用新版去哪儿旅行
购买机票的体验比以往更好。用户
进入机票页面时，特价机票、低价
提醒、在线值机、航班动态等以往
埋得相对较深的贴心功能现在一
目了然。例如低价提醒，用户只要
设置出发到达城市、最早最晚出发
日期和关注折扣，当去哪儿旅行平

台上出现符合设定需求的特价机票
时，用户就会接到手机推送或者电
话提醒，以确保不会错过特价机票。
选定航班后，会有准点率、有无餐
食、飞机型号、飞行时长和里程数等
详细航班信息，供用户作为参考。

新版去哪儿旅行客户端支持
低价购买12 . 5万条航线机票、10
万家国内酒店、20万家境外酒店、2
万种景点门票和15万条旅游度假
线路，免费预约35个一二线城市出
租车和70座城市接送机服务，比价
预订全国55个大中城市自驾租车
服务，身边汇聚国内430个城市吃
喝玩乐团购信息。作为吃住行游购
娱一站式移动旅游平台，去哪儿旅
行始终致力于“低价你的旅行”，是
用户出门旅行的首选。

4月12日至15日，章丘
市2014年初中学生信息技
术课学业水平考试在章丘
中学 (山东财经大学附属
中学 )举行，共有12000余
名初三学生参加。图为学
生们秩序井然地入场。

本报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马广刚 魏

方彬 摄影报道

本报4月17日讯（见习记者
王帅） 16日，记者从章丘市

人社局获悉，为了进一步促进
民营企业发展，为企业提供更
多优秀人才，发挥人力资源市
场的桥梁纽带作用，章丘市人
社局就业办将于5月12日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开展2014年“民
营企业招聘周”活动，主要服务
于各类求职人员和广大用人单
位。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推广
宣传就业资金扶持鼓励企业吸
纳就业困难人员的相关优惠政
策，引导更多的企业为这些人
员提供工作岗位。如果用人单
位招用了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
员，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
同，并按规定为招用人员缴纳
社会保险费，办理招用人员备
案手续，将享受政府给予企业

（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社

会保险补贴，其标准为每人每
月583元，经批准之日起最长达
3年。

就业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还会提高补贴标准，并
将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
的就业困难人员补贴时限延长
至退休年龄。同时，就业办将依
托数据库平台，为用人企业提
供职业介绍、用工指导等。

本次“民营企业招聘周”的

时间定在5月12日至16日（星期
一至星期五），地点为章丘市山
泉路1410号的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综合服务大厅，目前正是
登记备案期。有相关需求的企
业（单位），可以在5月9日前携
带单位营业执照、代码证、法人
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公章
到市人社局1楼大厅办理登记
备案，详情可拨打联系电话：
83222555。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程若男 袁
洋） 近日，章丘市环卫管护中
心在圣井街道安装了60个果皮
箱，既方便了周围群众，又美化
了街道风景。

4月16日，记者在圣井街道
中心大街、府前路等街道看到，
该中心正组织工作人员，按照

“50米一个”的标准，加班加点
安装果皮箱。新安装的果皮箱
为蓝白相间，造型美观，箱桶分
为“可回收物”和“其它垃圾”两
类，并设有灭烟处和废旧电池
回收口，可容纳60L垃圾。据介
绍，新安装的果皮箱延续城区
果皮箱的安装模式，在安装间
距、外观颜色、安装方式等方面
保持统一，体现城乡一体的要
求。

截至目前，果皮箱的安装
已基本完成。该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果皮箱清理工作已纳
入日常保洁工作内容，实行每
日两清掏、一擦洗，确保箱体干
净整洁，并将加大果皮箱清运
力度，确保垃圾日产日清。

圣井街道增设

60个果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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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季季高高考考技技能能考考试试

二二职职专专现现满满分分考考生生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苗成义 )

近日，山东省2014年春季
高考技能考试成绩揭晓，章
丘二职专180人参加春季高
考技能考试，200分以上的有
140人，其中11级机电交通专
业的刘钊同学取得了满分
230分的优异成绩。

据悉，章丘二职专继
2 0 1 3 年 取 得 本 科 上 线 率
98 . 89%的优异成绩的情况
下，今年的春季高考技能考
试成绩再创历史新高，实现
了新的历史跨越，续写了
2013年的辉煌。自山东省确

定2014年春季高考技能考试
方案后，学校高度重视，狠抓
学生专业技能训练，技能辅
导教师更是精心研究项目考
纲认真指导学生，通过集中
训练与分散强化的方式对学
生加大技能训练的力度，通
过全体师生的不懈努力和奋
力拼搏，机电交通专业、信息
技术专业、制造维修专业和
商品贸易专业分别取得了平
均分224分、212分、210分和
188分的优异成绩，全体应考
学生更是信心满满，力争在5
月份的“知识”考试中再创佳
绩。

本报4月17日讯（见习记者
王帅） 16日上午，“人才服

务在一线政策宣讲活动”在章
丘市人社局举行，活动面向园
区和企业，针对人才引进的有
关政策、人事代理业务、工程系
列职称评审及人才专家服务、
人才评价等相关政策进行了宣
讲培训。

宣讲会上由济南市人才服
务局主办，有关负责人讲解了

“引才”的内容、作用、现状，并
详细解释了对高层次人才在创
业资助、科研补助、待遇补贴、
住房安置、引进奖励等方面的
扶持政策。

据了解，济南市从2009年5

月开始实施“5150”引才计划，
出台了百层次人才、千层次人
才等一系列引才计划，前七批

“5150”引进百层次人才中章丘
引进了8人，前三批千层次创新
人才引进中章丘引进8人，在济
南各区县均属前列。下一步章
丘将继续贯彻落实好人才政
策，促进章丘人才工作和人才
队伍建设健康发展。

章丘将继续引进

高层次人才

分类广告
订版电话：13335182638

搬 家

随缘搬家公司
电话：13869155118
公司地址：鲁宏大道东
首 张经理

金日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拆装家具、
空调移机、货物装卸、
水电暖维修
电话：15066124308

明星搬家公司
电话：13964159498

喜洋洋搬家

专业搬家、保洁、货物
装卸、空调移安、拆装
家具、疏通下水道、公
司移迁、专业搬钢琴、
收各种旧家具
电话：13708924410

家 政
专业疏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安平家政
专业承接：单位、家庭
室内外保洁，清洗油烟
机，换纱窗布、疏通下
水道、各种零活、钟点

工
电话：83219836
13964115278

专业疏通下水道
专业疏通下水道、改管
道电话13864157498高
师傅

专业通下水道
高老师电话：
13864157498

专业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楼宇维修
名流吊顶
地址：绣水装饰材料市
场 电话：83110762

国豪装饰
电话：83328279
地址：龙盘建材商城

钢结构工程
电话：13256676777

德力西家居照明

经营项目：LED灯、射
灯、路灯、水晶灯、平板
灯、节能灯、台灯、灯
架、电线、电缆、开关、
吸顶灯、多用插座
电 话 ：8 3 2 7 2 6 1 8
83115519
地址：明四五金市场永
辉灯具绣水装饰材料
批发市场2区15号
桂玲窗帘布艺
定做高中档窗帘、晾衣
架、羽绒服。地址：宝岛
街南首路东
电话；13969148478

综合服务
宏盛水电维修
上门维修水电、家电及
各种零活。
电话：13864163855

网站建设
承接网站建设、关键词
优化，轻松让您的网站

出现在同行业搜索结
果首页
电话：13188895368

装宽带送手机
开发区华联店内联通
营业厅，666元装宽带
送智能手机再送千元
话费。
电话：13176695678

酒 水
军航酒水
黄河王酒水章丘总代
理王峰 15964500919

出租出售
公寓出租
公寓卫浴宽带电视空
调全，年租最低280元。
电话：83118322

眼明泉北区
六楼起脊 120平 配套
房12平 双气 车位 56
万 13066039879李

转 让
转让熔接设备
专业光缆光纤熔接、出租
转让熔接设备 田先生
电话：13335182638

电脑维修
天瑞电脑
电脑组装维修
监控工程
批发零售电脑硬件
周边设备耗材
电话：18660815998
地址：汇泉路东首东海
龙西60米路北

真诚家电维修
电话：13853170808
地址：绣水大街贺套红
绿灯往北88米

开 锁
金手指开锁
备案号：10001

香港街北首路西
电 话 8 0 9 5 9 5 9 5
13031731441

培 训
章丘储晋快乐作文
作文 阅读 书法 魔方
地址：章丘汇泉小学校门
向东金龟馅饼东邻
电话：8323079813854171965

招 聘
华腾汽贸

招聘高级技师、汽
车销售人员(高中以上
文 凭 ) ，联 系 电 话 ：
1 8 6 6 8 9 6 4 1 2 3
83269611 康经理。

挂失声明
沙元楠丢失章丘金

万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收据一张编号:1001327,

金额2000元,原收据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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