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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事业单位涉滨岗位招73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担保法》及中国银监会银监办发
[2009]24号文件规定，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支行与邹平县华星热能环
保设备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
议》(协议编号：2015-002)，已将借款
人邹平福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借款：《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号：2014
年邹中银司字1198号《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2014年邹中银司字1488号《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及相应的《最高额
抵押合同》(抵押合同号：2014年邹中
银司字319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担
保合同号：2014年邹中银司字2191-1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邹中银
司字2191-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依
法转让给邹平县华星热能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现对社会公布，并请相关
权利人监督。如有异议，可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平支行联系，联系
电话：0543-4350190。

上述主债务及从债务人请向邹
平县华星热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履
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平支行

2015年4月13日

债权转让公告

无棣精盐厂
通过年度监审

4月8日，山东无棣精盐厂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顺
利通过了北京恩格威认证中心年
度第二次监督审核。从首次通过
ISO双体系认证，到第二次监督
审核，无棣精盐厂始终严格按照
体系要求，严把质量关，严控生产
环境，严肃管理纪律，各项标准均
达到了体系要求。

本报通讯员 孙栋

滨滨州州养养老老机机构构即即将将““挂挂星星””服服务务
《滨州市养老机构星级评定规定》出台，养老机构将分4个等级

记者近日在民政部门了解到，滨州市将于5月起实施滨
州市养老机构星级评定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根据规模、
环境设施、服务质量等因素将养老机构氛围二星到五星4个
等级，进行严格的分级、分类管理。

本报通讯员 宋金泽 张叶 本报记者 杜雅楠

机构建设成星级评审主要标准

《规定》适用于国家、集体
或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并由民
政部门负责监督、指导或管理，
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
服务的非营利性或营利性社会
养老机构，将全市星级养老机
构等级分为二星级、三星级、四
星级、五星级4个等次。

此外，《规定》要求，二星级
机构建筑面积要大于1500㎡、
床位数50张以上，三星级机构
建筑面积要大于3000㎡、床位
数100张以上，四星级机构建筑
面积要大于10000㎡、床位数
200张以上，五星级机构建筑面
积要大于18000㎡、床位数400
张以上。

养老机构的等级评定标准

分为执业、环境、建设、服务、运
营五个板块共计62个项目，在
评定过程中逐项考核，综合评
定。各项目共计100分，《规定》
要求，考核分数90分以上为五
星级资格线，80分为四星级资
格线，70分为三星级资格线，60
分为二星级资格线，60分以下
无评星资格。

记者了解到，养老机构的
建设版块分为居室、食堂、医
疗、公共区域、管理、设施6大项
目合36小项，共占52分，成为星
级评定的重要标准。此外，养老
机构的服务也在评审中占25
分，生活、膳食、文体娱乐、康复
医疗及志愿者服务都成为评审
的重要因素。

“挂星”后多方面补贴优先享受

《规定》提出，被评定为星
级的养老机构优先安排和享受
省、市各项优惠政策，对符合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建设规
划的星级养老机构，在新(扩)
建时优先保障土地供应。对参
加保险的星级养老机构，给予
适当补助。同时，入住机构的老
人、工作人员均可优先享受相
应补贴。

《规定》提出对滨城区、沾
化区、无棣县、滨州经济开发
区、高新区、北海经济开发区新
(扩)建养老机构按核定床位给
予每张床位10000元的一次性
建设补助，对租赁用房按核定
床位给予每张床位4500元的一
次性改造补助；对惠民县、阳信
县按核定床位给予每张床位
8000元的一次性建设补助，对
租赁用房按核定床位给予每张
床位4000元的一次性改造补
助；对博兴县、邹平县按核定床

位给予每张床位6500元的一次
性建设补助，对租赁用房按核
定床位给予每张床位3500元的
一次性改造补助；市级同时制
定以奖代补方案对以上项目给
予扶持。

对入住机构老年人，《规
定》提出依据其自理能力的程
度分别补助每人每年660元、
1000元、1220元不等，并连续补
助3年。

“挂星”后养老机构的工作
人员也有相应补助，对取得养
老护理员资格证书连续从事养
老服务工作2年以上的人员，依
据其工作表现及既能程度分别
给予3000元、2000元的一次性
补贴；对与星级养老机构签订3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连续从业满
1年以上的全日制本、专科应届
毕业生，工作积极、表现优秀、
成绩突出的分别给予3000元、
2000元的一次性补贴。

2015年滨州重点推进养老设施100处

近日，记者在滨州市社会
福利和社区建设工作会议上
了解到，2015年滨州将重点推
进100处养老设施建设，加快
发展养老服务业，同时提升儿
童、残疾人福利保障。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2015

年滨州市重点推进100处养老
设施建设，确保新增养老床位
3000张，年底每千名老年人拥
有床位32张，日间照料服务覆
盖全部城市社区和50%以上

的农村社区。同时，民政部门
最新制定的《滨州市养老机构
星级评定规定》将于5月推行。

同时，民政部门将严格困
境儿童申请审核工作，建立困
境儿童台账制度，及时将困境
儿童相关材料录入全国儿童
福利信息管理系统，强孤儿和
困境儿童制度建设，并推进残
障人福利各项工作。

本报通讯员 宋金泽
张叶 本报记者 杜雅楠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
领娣 ) 近日 ,省人社厅网站公
布了 2 0 1 5年省属事业单位初
级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
公开招聘人员简章。今年的招
聘人数较去年有所增加 ,达到
了1213人 ,涉及1021个岗位。其
中涉及滨州的岗位共38个 ,共
招聘73人。此外 ,本次招聘要求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岗位近
七成。

滨州市水文局 (挂市水土
保持监测站牌子)水文测验、山

东省胶东调水工程博兴管理
站工程管理1、山东省胶东调
水工程博兴管理站工程管理2

各招聘一人，均要求本科学
历，专业要求分别为水文与水
资源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
程、水利水电工程。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共招
聘50人，涉及岗位23个，滨州学
院共招聘20人，涉及岗位12个，
所有岗位均要求研究生学历，
除了滨州学院辅导员2岗位专
业不限之外，其余岗位都有相

应的专业要求；滨州学院辅导
员1要求为中共党员，滨州学院
辅导员2要求中共党员
，学生干部。

根据简章,此次省属事业单
位初级岗位招聘 ,报名时间为4

月16日9:00—4月20日16:00,报名
网址:www.rsks.sdrs.gov.cn(山东
人事考试信息网)。应聘人员登
录报名网站 ,按要求如实填写、
提交相关个人信息资料。每人
限报一个岗位。应聘人员有恶
意注册报名信息,扰乱报名秩序

等行为的,查实后取消其本次报
考资格且5年内不得参加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

初审时间是4月16日11:00～
4月21日16:00；缴费时间为4月16

日11:00～4月22日16:00；缴费成
功人员于5月19日9:00～5月23日
开考前半小时登录网站打印准
考证；笔试时间是5月23日。综
合类 :上午9:00～11:30；教育类、
卫生类:14:00～16:30。

滨城区社会服务养老中心的餐厅内，每一餐都由老人对饭
菜以及服务质量打分。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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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年年市市属属事事业业单单位位招招聘聘224444人人
研究生学历占三成，4月20日开始报名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
领娣) 14日，滨州市属事业单
位招聘简章已发布，180个岗位
共招聘244人，其中学历要求为
研究生及以上的岗位占三成。

2015滨州市属事业单位招
聘要求具有滨州市常住户口
(须2015年4月20日前取得)，初
级 岗 位 年 龄 在 4 0 周 岁 以 下
(1974年4月20日以后出生)，中

级岗位45周岁以下(1969年4月
20日以后出生)，高级岗位50周
岁以下(1964年4月20日以后出
生)，对户籍和年龄另有要求的
从其要求，2015年普通高等学
校应届毕业生不受户籍和年龄
限制。采取统一时间，网上报
名、网上初审、网上缴费的方式
进行。报名时间：2015年4月20
日9:00—22日16：00，

此次滨州市市属事业单位
共招聘244人涉及180个岗位，
要求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岗位58
个，占总数的三成多，山东省滨
州畜禽蜂胶疫苗研究开发推广
中心科研岗位A和山东省滨州
洼地绵羊研究开发推广中心科
研岗位B学历要求为全日制博
士研究生，并且免笔试。除此之
外，还有滨州市中医医院初级

专业技术岗位和高级专业技术
岗位免笔试。要求大专及以上
学历的岗位仅有5个。

岗位要求研究生学历的职
位中，除中共滨州市委党校哲
学教师和党史党建教师两个职
位要求滨州市常住户口，滨州
市文化馆文学创作和滨州画院
美术创作岗位要求山东省户籍
外，其余对户籍均没有限制。

三县区事业编

参与省统一考试

2015滨州各县区事业单位招
聘考试参与山东省全省事业单位
统一考试，笔试时间：2015年5月
23日。

惠民部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20名工作人员，报名时间：2015年
4月24日8：30-4月26日17：30。惠民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中，所有
岗位都要求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
上学历，其中惠民县工人文化宫、
惠民县统计局李庄镇统计站、惠
民高效经济区管委会、惠民县第
一中学、惠民县统计局胡集镇统
计站、惠民县保密局、惠民县老干
部局干部休养所的共7个岗位不
限专业，后5个岗位为定向招聘岗
位。

阳信县事业单位总计招聘80

人，其中综合类56人，卫生类24

人。网上报名时间：2015年4月20

日9:00-4月23日16:00，所有岗位均
有专业限制。招聘系列中，一半以
上职务为乡镇单位，并且大部分
岗位学历要求为专科及以上。河
流镇卫生院、综合类(乡镇)的12个
职位、卫生类(乡镇)的13个职位要
求在聘用单位最低服务年限为3

年(含试用期)。
经济经济技术开发区事业单

位共计招聘27人，涉及16个岗位，
大部分岗位为学校招聘。所有岗
位均有专业要求，且学历要求为
普通高等学校大学本科及以上，
除了开发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
开发区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开
发区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开发区
统计局街道办事处统计站外，其
余岗位均备注有山东省户籍，普
通高等学校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
生不限户籍。

本报记者 王领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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