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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德 州 <<<<

劳务派遣用工规范进一步明确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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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

水源地划分完成

县域快讯

今今天天一一起起去去第第四四水水厂厂植植树树吧吧

务工潮起

2014年，夏津联社在
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全县农村信用社认真
贯彻执行人行和银监部门
各项监管要求，紧紧围绕
全年目标，积极应对复杂
形势，创新思路，完善措
施，提升质量和效益，各项
业务发展再上新台阶。荣
获 2 0 1 4年度省级文明单
位、省级幸福进家活动先
进单位、德州市职工代表
大会先进单位、德州市农
村信用社信贷管理先进单
位等荣誉称号。

夏津联社现有在岗人
员共计404人，在苑化芳理
事长的带领下，这支团队
发扬攻坚克难的精神，夺
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截至
2014年末，各项存款余额
4 7 . 9 9亿元，较年初增长
7 . 3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2 7 . 9 5亿元，较年初增长
3 . 37亿元；实现经营利润
9607万元。同时，内部管理
日益加强，改革发展稳步
推进。

按照发展市场定位和
思路，夏津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在支持当地经济发
展中作了大量工作。

(一)立足市场定位，拓
宽服务领域。一是根据自
己的所处区域环境，将市
场细分，始终坚持多渠道
支持农业产业化、规模化
生产、农业龙头企业、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专业大
户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
重点投向实体经济，优先
满足支农和小微企业贷款
需求。二是拓宽服务领域，
完善个人抵质押贷款制
度，进一步加大支持个体
工商户及中小微企业力

度，建立长效帮扶机制，为
当地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微
企业排忧解难。

(二)以人为本，讲究实
效。一是为了确保各项工
作顺利开展，从领导班子
抓起，重新制定完善了各
项规章制度，重新梳理了
岗位职责，对全体员工进
行了定岗定责，综合考虑
人员的业务素质、工作能
力进行合理安排，保障各
项工作的正常运行。二是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
念，强化业务培训，制定人
员学习培训计划，安排职
工积极参加联社以及各单
位组织业务知识培训，开
展专家指导、学习讲座、专
项考核技能练兵等活动。
三是充分利用各种激励手
段，提高职工的主观能动
性和创新力，不断挖掘职

工的潜能。为职工搭起发
挥才能的平台施展才华，
形成比学赶帮氛围，营造
团结一致、奋勇争先的浓
厚学习气氛，推动工作再
上新台阶。

(三)强化服务宗旨，积
极推动业务发展。一是加
强规范化文明服务建设，
进行文明服务礼仪培训，
提高服务质量。要求员工
站立行走仪态得体，形象
端正，做到接待客户亲切
和蔼，热情服务。二是组织
员工深入社区村庄宣传金
融知识，还建立了回访客
户制度，征求客户意见，提
高辖内各网点服务质量，
得到人民群众的一致好
评。全体员工树立以客户
为中心的理念，奉行招揽
回头客的准则，推动业务
发展和文明服务建设双
赢，以高效优质的服务赢
得客户，赢得市场。

夏津联社荣获省级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2015年两会期间，齐河
农商银行紧跟两会步伐，号
召职工认真收看两会实况，
学习两会正能量。本着立足
三农、服务民生的原则，着力
推行厉行节约、务实高效的
服务制度，致力于打造农信
特色服务品牌。提炼两会中
与金融相关命题和提案，多
形式开展座谈、全员大讨论，
围绕热点话题，集中精神、广
纳贤言。深入了解一线员工
目前的工作、生活现状，举办
文艺晚会调动职工参与热
情，缓解紧张气氛，陶冶情
操。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由
职工畅谈心声，畅所欲言，充
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组织人
才竞聘，为员工打造才华施
展平台。 (张河山 岳超)

齐河农商行

紧跟两会步伐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纪洪磊) 近日，山东省环
境保护厅下发了《关于德州市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复函(鲁
环函〔2015〕77号)》文，其中武城县大
屯水库、建德水库划分为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区。目前，按照区划要求，
饮用水水源地立标立界工作正在实
施过程中。

武城县环保局将从源头上强化
污染控制，严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内的建设项目环保审批关，严格控
制新污染源产生，进一步加强该区
域的建设项目环保监督管理工作，
严肃处理各类环保违规项目，确保
全县人民喝上放心干净的水。

庆云>>

空气质量考核获奖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杨国辉) 11日，记者了

解到，在2014年度第四季度空气质
量考核中，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
等污染物季度平均浓度庆云县全市
最低，获得生态补偿资金278万元，
为全市此次获奖补最多的县市区。

为进一步改善庆云人居环境，
该县在机动车污染防治方面，该县
对境内加油站进行摸底排查，并对

“黄标车”等高排放车辆采取区域限
行措施。在城区严格禁止新上燃煤
小锅炉，对县内27家重点企业和集
中供暖城区进行现场检查监督，督
促其淘汰燃煤锅炉，并加强扬尘污
染的防治。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贺
莹莹 孙婷婷) 阳春三月，大
地回暖，正是植树播绿的好时
节。今天(3月12日)本报将联
合德州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组
织植树活动，植树现场位于德
州市第四水厂，我们邀您一起
为城市植绿。

“我们10多个同事都想参
加义务植树，自己买树苗都
行，可就是不知道可以在哪儿

种。眼看着3月12日植树节就
要到了，仍没有找到合适的植
树地点。”11日，市民刘先生拨
打新闻热线称。此次植树节，
有许多像刘先生一样想参与
义务植树却又找不到合适地
点的热心市民。

同时，还有不少市民想为
植树活动贡献自己一点力量，

“既然树苗已经准备好了，那
我们为去植树的市民提供饮

用水吧，让市民种树累的时候
歇歇。”前来报社报名的王女
士称。还有不少市民想自己亲
手种下小树苗，让它随同自己
一块成长，还有市民表示，想
通过自己做这点力所能及的
事情，为美化家园做出贡献。

此次活动于3月12日(本
周四)14时在董子文化街北首
齐鲁晚报今日德州编辑部门
前集合统一出发，过时不候，

植树现场位于德州市第四水
厂。本次活动树苗铁锹、水桶
等由德州市公用事业管理局
负责提供，有植树意向的市民
请拨打本报热线2600000报
名，也可以在齐鲁晚报今日德
州官方微信留言、新浪微博@
齐鲁晚报今日德州或发送私
信、或者登陆齐鲁晚报德州网
(http：//dezhou.qlwb.com.cn)
报名。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李
榕) 日前，德州市人社局转发
省人社厅《关于规范劳务派遣
用工若干问题的通知》，用工
单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
量 不 得 超 过 其 用 工 总 量 的
10%，截至2016年3月1日为过
渡期。劳务派遣用工规范也进
一步明确细化。

规定明确，用工单位应当
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
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
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 0%。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是自

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过渡
期为2年。”德州市人社局工作
人员称，《通知》要求用工单位
在规定施行前使用被派遣劳
动 者 数 量 超 过 其 用 工 总 量
10%的，应当制定调整用工方
案，于规定施行之日起2年内
降至规定比例。“用工单位未
将规定施行前使用的被派遣
劳动者数量降至符合规定比
例之前，不得新用被派遣劳动
者。”

按照规定，用工单位只能
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

的工作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
动者。用工单位拟使用被派遣
劳动者的辅助性岗位时，应当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
工讨论，提出方案，与工会或
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
在用工单位内公示。

《通知》还加强了对被派
遣劳动者平等权益的保障，比
如，劳务派遣单位不得与被派
遣劳动者订立以完成一定工
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劳
务派遣协议应当明确约定劳
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时经济

补偿金的支付责任等。
在社会保险权益方面，劳

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
者的，应当在用工单位所在地
为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
险，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规
定缴纳社会保险费，被派遣劳
动者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社会
保险待遇；对于用工单位未按
照上述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被派遣劳动者在发生纠纷时
要求用工单位承担医疗、工伤
等保险待遇的，用工单位应当
依法先行承担连带责任。

3月11日，天气转暖，各地建筑工程陆续开工，节后火车站出行的务工客流增多，车站内大多
是携带着大宗行李和工具的外出务工人员。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乐陵>>

科技平台达10家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刘敏 杨涛 ) 3月11日，
记者了解到，目前乐陵市“国字号”
科技创新平台达10家，聚集高层次
专业人才160余名，承担国家科技攻
关计划7项。

乐陵市对创建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创新平台的企业进行重奖，引
导、激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该市规
模以上企业全部建立了自己的研发
平台；先后建成国家马铃薯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和国家体育用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2家“国字号”研发平台，
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两家国家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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