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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会

周六举行

11月29日周六上午九点，“2015

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大型网络招
聘会——— 名企专场网络招聘会”将
在网上开幕，截至目前共有18746家
参会企业参与招聘。烟台高校毕业
生可以登录中国毕业生招聘平台应
届毕业生网(www.yjbys.com)网上在
线选企业投简历找工作。

本报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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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实用资讯，服务市民生活

记者从龙烟铁路项目建设指挥
部了解到，龙烟铁路龙口段的路基、
桥涵等线下工程计划将于今年年底
全部完工。明年，后续架梁及铺轨工
作将陆续展开。

“全长1000米的凤凰山隧道是龙
烟铁路站前I标段以及全线的重点难
点控制性工程。这条隧道位于龙口
市东莱街道东埠村东侧，最大埋深23

米，最小埋深1 . 5米，埋深浅、围岩差，
施工难度大，需要一点一点进行爆
破，工程量较大。”中铁十四局龙烟
铁路项目部工作人员介绍说，凤凰
山隧道今年5月动工，计划2015年5月
完成。

截至目前，龙烟铁路全线用地
和施工临时用地的附着物清点、补
偿、清表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三电”
及管线迁改、农耕路及灌溉网等工
作全面展开；拆迁房屋的补偿协议
签订和拆除工作稳步进行。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龙烟铁路龙口段

线下工程计划年底完工

鲁信影城银座店

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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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
虾仁、扇贝、日本豆腐、鱿鱼、鸡

蛋、胡萝卜、洋葱、淀粉、盐、番茄酱、
白酒、海鲜酱油、耗油
做法：

1 .虾仁、鱿鱼、扇贝清洗干净后，
加一小勺盐、几滴白酒腌制。

2 .日本豆腐切块，在碗里放适量
干淀粉，然后将豆腐放入，使每块豆
腐上都沾上干淀粉。

3 .油烧成七成热，转中火将豆腐下
锅炸，炸至表面金黄、外壳硬脆即可。

4 .另起一锅烧开水，将腌制好的
虾仁等下锅焯熟，捞出沥干，洋葱和
胡萝卜切丁，少许干淀粉用清水化开
搅匀成水淀粉。

5 .将洋葱和胡萝卜丁下锅煸香，
加入蚝油、番茄酱和海鲜酱油调味，
然后将水淀粉倒入，用铲子翻炒均匀
成微稠的汤汁，将焯好的虾仁等放入
翻炒，然后放入日本豆腐翻炒均匀。

6 .铁板上倒少许油，油热后将鸡
蛋打入，鸡蛋七成熟时，将炒好的菜
倒在铁板上，关火即可。

铁板三鲜

每日一菜

2015年度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
费基数申报工作自2014年12月1日开
始，各单位需根据相关通知规定按时
申报。2015年度，烟台市企业职工社
会保险月最低缴费基数暂定为2383

元，月最高缴费基数暂定为11913元，
待山东省2014年度平均工资公布后
再行调整。

请各参保缴费单位于2015年1月
10日前完成缴费基数的申报工作，单
位因2014年度工资未核定完毕，1月
10日前缴费基数不能确定的，可由单
位提出书面申请，暂按2014年12月缴
费基数申报缴纳，并于2015年4月10

日前完成申报。逾期未申报也未提出
书面申请的将影响企业正常缴纳社
会保险费，并依法收取滞纳金。特别
提醒的是，已开通“财税库银”银行划
款的参保单位，由于基数重新申报导
致每月社保费用可能增加，请确保每
月扣款时(15日前最后一个工作日)账
户余额足够，避免因余额不足致使银
行划款失败产生滞纳金。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社企征

2015年度社保缴费基数

申报即将开始

24日晚，伴随着装载1 . 28万吨电
煤进港的“北鲲”轮安全驶进海阳港，
入冬以来烟台海阳海事处已经保障
20艘次载运电煤船舶安全进出海阳
港区、载运电煤7 . 7万余吨。

据了解，此次“北鲲”轮是从河
北黄骅港运输电煤到达到海阳港
的，进入冬季以来，受供电、取暖等
因素影响，烟台辖区电煤需求明显
增大，电煤运输船舶往来频繁，烟
台海事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搭建“绿
色通道”，以保障电煤民生物资运输
安全畅通。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杨明喜 孙松

海事部门畅通

电煤运输“绿色通道”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
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公布取消
企业法律顾问等11项准入类职业资
格，针对2013年度参加考试部分科目
成绩合格的人员和2014年度已报名考
试的人员，将采取过渡性政策措施。

记者从福山区人社部门了解到，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
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4〕27号)和《关于做好取消企业法
律顾问职业资格后续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2014〕122号)精神，现将
2014年度企业法律顾问职业资格考
试有关问题通知如下。对上述人员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司法部
将制定过渡性政策措施。在过渡性政
策出台前，原定考试日期推迟，具体
考试日期另行通知。2013年考试部分
科目成绩合格的，合格成绩有效期顺
延。请广大考生及时关注山东人事考
试信息网发布的考试相关信息，以免
影响考试。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庞贺

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

考试日期推迟

记者从招远市财政局了解到，为
支持企业发展，招远市安排1 . 3亿元
扶持资金，助力企业技术改造和企业
转型建设。进一步制定完善了支持传
统黄金产业转型、旅游文化等新兴产
业推进相关政策，为经济的转型发
展、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招远投入1 . 3亿元

扶持企业发展

25日，滨州医学院所属烟台附属
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89名，其中中级专业技术岗位38人，
高级专业技术岗位51人。

其中，应聘中级岗位人员年龄在
45周岁以下(1968年11月19日以后出
生)，应聘高级岗位人员年龄在50周
岁以下(1963年11月19日以后出生)。
报名截止到12月3日，报名地点：滨州
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组织人事处(山
东省烟台市牟平区金埠大街717号，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门诊楼五
楼东区5022房间)。咨询电话：0535-
4331119。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滨医附院

招聘89名工作人员

莱阳市就业办聘请专业人员，
为失业人员和农民工进行培训，帮
助这部分弱势群体打开了创业的大
门。截至目前，共完成失业人员和农
民工创业培训719人，其中113人实现
创业，带动就业560人。

企业家和创业成功人士做他们
的辅导老师期间，针对不同的学员
培训相应的内容，以满足创业者的
创业需要。不仅注重创业前培训，该
市还对参加创业培训的学员开展跟
踪服务，及时提供咨询服务和资金
扶持，帮助他们成功创业。为创业学
员申请小额担保贷款1218万元，贴息
42 . 15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0 . 8万元
以及场所租赁补贴16 . 6万元。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刘彦明

莱阳就业办为创业学员

申请贷款1218万元

今年3月起实施的工商登记制度
改革充分激发了全社会创业活力，各
类市场主体快速增长。10月底统计数
据显示，莱阳全市新发展内资企业
854户、私营企业815户、个体工商户
1889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37户，平均
每天有5个多新的企业诞生，发展速
度比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前明显提升。

为提高行政效率，莱阳工商局对
一般性小微企业一律实行“一审一
核”制，只要手续齐全，开业登记3个
工作日内办结，变更登记不超过2个
工作日，名称登记当场核准。目前莱
阳市已新核准企业名称1164户，变更
各类企业1232户，新增注册资本(金)

分别为21 . 4亿元、18 . 9亿元、1 . 7亿元和
2 . 5亿元。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孙华军

莱阳平均

每天诞生5个“老板”

山东省县域

流动科技馆走进海阳

近日，山东省县域流动科技馆
海阳市巡展活动在海阳市育才小学
正式启动。海阳市科协、海阳市教体
局干部职工、育才小学在校师生共
20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此次活动
共展出互动科普展品50件，涵盖声光
体验、电磁探秘、运动旋律等主题，
可以让青少年学生近距离感受科技
魅力。“山东省县域流动科技馆”将
在海阳巡展三个月，以此来不断推
进中小学校科技教育，为建设经济
文化强市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科技
支撑。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杜成龙 于波

龙口检验检疫

建立货物快速通关模式

记者从龙口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了解到，该局实施制度创新，探索建
立进出口货物快速通关模式，为进
出口企业节省不少时间，带来了很
大便利。

根据诚信情况将企业划分为A、
B、C三个信用等级，对B级以上企业
全面推行无纸化报检，目前已完成
48家企业备案工作，已对118票货物
成功实施了无纸化报检，大幅简化
了申报手续。

本报记者 王永军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烟台海事局获
悉，两艘外轮因存有多项重大缺陷先
后被依法滞留，目前一艘复查合格后
已被放行，另一艘仍在港纠正缺陷。

11月20日，龙口海事局执法人员
检查发现，靠泊在烟台龙口港26号泊
位的柬埔寨籍“JIN TAI”轮存有应
急消防泵故障等24项缺陷，其中重大
缺陷10项，龙口海事局依法滞留该
轮。目前，该轮仍在港纠正缺陷，通过
复查后方可开航。11月21日，靠泊在
龙 口 港 2 8号 泊 位 的 孟 加 拉 国 籍

“JAHAN BROTHERS”轮因存有14

项缺陷也被滞留，通过海事部门复查
后已于昨日开航。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胡佩民 时秉奎

海事部门依法滞留

两艘不合格外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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