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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齐鲁(滨州)车展南区站今在长途车站开幕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韩志

伟) 第八届齐鲁(滨州)车展南区
站今日上午在长途汽车站开幕，
约40家经销商齐聚展会，带来多
款特价车型和空前让利，同时，
车展组委会在现场推出集印章
抽奖活动，百分百的中奖机率，
还有机会中得百万大奖。

本届车展推出了各种各样

的优惠措施，长安马自达Mazda3
Axela上市一周年推出购车六重
礼 活 动 ，订 车 即可获赠：1 : 1 8
Axela车模一部，活动期间凡购
买Axela的客户即可获赠整车3M

原厂贴膜，部分车型最高可享
4000元贴息政策和4000元置换补
贴。

本次车展，上海大众汽车将

有多款车型亮相展区，帕萨特、
新途观、途安等其他经典系车型
及上市不久的首款轿跑———
Lamando凌渡。其中，新朗逸综合
钜惠23000礼包，新桑塔纳最高钜
惠7900元。朗行最高钜惠1万元，
新polo69800元起，帕萨特综合钜
惠30000礼包，途安最高钜惠2万
元。新途观综合钜惠15000礼包，

凌渡综合钜惠15000礼包。
除去参展商的巨额优惠外，

车展组委会将为买车的消费者
返还现金补贴，购车者凭当日购
车发票到组委会处可以领取现
金补贴,每天仅限3名,购10万元车
型以下补贴500元,10万(含)—20万
元车型补贴1000元,20万(含)以上
车型补贴2000元。车展期间，只要

你在现场集够20个以上印章，就
可参加抽奖，中奖率100%，奖品
有880元的汽车坐垫，有750元的
体检卡，500元的迷你冰箱，还有
行车记录仪等各种实用的奖品
等你来拿，如果你抽到彩票，还
有机会中得百万大奖。

(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车
展组委会所有)

近日，滨州市民政局出台《滨州市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三位一体”实施意见》
(简称《意见》)，记者了解到，滨州市养老护理员将经过家政中介服务市场运作、专业
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民政养老护理员资格鉴定的环节，推行职业资格认证和持证上
岗制度，让养老护理员实现真正的带着“文凭”上岗。

参加养老护理员培训分3种形式
《意见》规定，滨州市养

老护理员培训将分为滨州籍
定向式社会岗前培训、订单
式机构岗中轮训和外籍开放
式自愿参训三种，岗前培训
人员主要由家政公司劳动力
转移和职业技能院校应届毕
业生组成。

滨州市职业技能培训院
校将按照养老护理员职业技
能培训要求，编制培训教学
和实习大纲，制定培训内容、

课程、学时、目标和效果计
划，组织实施与培训相关的
各项具体工作，建立长效培
训和质量评估机制，并组织
参训学员鉴定考试的网上报
名工作。

《意见》对培训院校及培
训人员都提供了相应的补
贴。滨州市社会养老服务中
心滨州市老年人养护中心即
将成立，2015年，持养老护理
员等级证的毕业生与两中心

每签约50人给予院校1万元
奖励，与两中心签订3年以上
养老服务劳动合同并连续从
业满1年以上的毕业生，职业
技能鉴定费由政府补贴，原
院校发放。

同时，由家政公司推荐
的岗前培训人员，经初试和
面试合格后，培训院校按标
准价9 0%收取 (计算 )培训
费，10%的优惠补贴家政公
司。

今年鉴定服务人员至少六百人
2014年3月20日，滨州市

设立养老护理员培训基地，
同年6月27日，滨州市社会福
利院成为职业技能鉴定点。
记者了解到，2014年下半年
滨州共培训鉴定了200名各
级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等从事养老护理的
工作人员，鉴定考试通过率
达90%以上，并计划2015年
培训鉴定600名以上养老服
务从业人员。

《意见》制定了培训鉴

定财政分级负担标准，为养
老护理员培训鉴定专项财政
补助资金。要求每两年组织
一次“滨州敬老使者”评选活
动，获奖者4年内继续从事养
老工作每人每月享受500元
补助。

同时鼓励全日制本、专
科应届毕业生从事养老服
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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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
别给予最高3000元、2000

元的一次性补助；对取得养
老护理员资格证书并连续
在星级养老机构从事养老
服务工作2年以上的人员，
按技师、高级分别给予最高
3000元、2000元的一次性
补贴；对合法从事养老一线
服务工作2年以上的养老护
理员和30岁以上低保家庭
成员、40岁以上就业困难人
员、50岁以上下岗人员，根
据鉴定中等级的不同也给
予相应补贴。

养养老老护护理理员员也也要要有有““文文凭凭””
滨州市民政、家政、院校互动，养老护理队伍“三位一体”

本报通讯员 张叶 本报记者 杜雅楠

护理员持证可实现海内、外就业
记者在民政部门了解

到，养老护理员呈现社会地
位低、流动性高，收入待遇
低、职业风险高，学历水平
低、年龄偏高的“三低三高”
特征，而《意见》提出：“市场
需要高水平的养老服务，社
会要求养老护理员持证上
岗，养老护理员只有拿到职
业资格证书，才能提高社会
地位和工资福利门槛。”

《意见》规定由家政公
司负责其推荐的养老护理
员的管理和就业，家政公司
扮演“中介”的角色引导下
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
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复
员退伍军人、新增劳动力及
社会其他特殊群体改变择
业观念，参加养老护理员培
训鉴定，实现稳定培训和就
业。

家政公司可自定养老护
理人员培训费中公司与个人
的承担比例，培训一次参加
20人以上的院校将按标准价
的90%收取。同时，2015年度
家政服务公司推荐并被滨州
市社会养老服务中心或滨州
市老年人养护中心成功招聘
并上岗或国际劳务输出的，
政府按每人标准培训费的
5%给予家政公司扶持基金。

无棣县公共行政审批中心主任

张崇云网谈阳光政务

重点项目免费代办

本报4月22日讯 (通讯员 王
玮 记者 王晓霜) 无棣县公共
行政审批中心主任张崇云表示，十
多年来，中心按照“公开、公正、廉
洁、高效”的原则，为企业和群众提
供“一站式”的政务服务。

张崇云表示，无棣县公共行政
审批服务中心于2012年，对大厅进
行了局部调整，入驻22个部门、101

项行政服务事项、40名工作人员。
打造了固定资产投资和企业注册

“两条线”，2014年，中心围绕“两条
线”完成政务服务大厅功能性调
整，新增6个窗口、6名工作人员，

“一站式”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企业
注册手续最快可90分钟内办结。

在提高服务效率方面，无棣
县推行的投资项目代办一直走在
全市前列。对此，张崇云介绍，
2010年中心成立了投资项目代办
小组，为无棣县重点项目进行全
程免费代办。2012年中心重新调
整了大厅布局，代办范围是无棣
县年度重点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需快速审批
的项目、固定资产在2000万元以

上的县外投资项目。“因招商总量
的限制，代办的数量基本维持在
一年60个左右。”张崇云表示，同
时中心大厅设有中介服务机构帮
助中小投资项目代办。2014年以
来，中心决定代办项目不设门槛、
不分投资额大小，均可根据申请
人要求进行全程代办或者部分代
办服务 ,也可以依照自愿原则和
实际情况 ,延伸和扩大代办服务
具体事项。除按法律、法规明确规
定必须由投资者缴纳的费用外，
一律实行“零收费”服务。2014年，
中心代办项目95个，投资额48 . 2

亿元。
在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审批事

项方面，张崇云介绍，中心精减审
批事项，压缩审批环节。取消土地、
规划、环评等工业项目备案前置文
件，备案手续办理时限由2个月左
右缩短为3天。推行投资项目代办、
并联审批、重大项目联席、绿色通
道和“多证联办”等制度，形成了工
商营业执照、质监代码证、国(地)

税税务登记证、公安刻章等审批服
务的“一窗式”审批服务新模式。

质检站在线考试全省首例

本报4月22日讯 (通讯员 李
双双 记者 阚乐乐 ) 近日，滨
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组织检
测人员进行了首次在线考试。该考
试系统是质检站自主开发的在线
考试系统，在全省为首例。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业对业
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以及设备操控
能力有较高要求，因此每年会有
不定期的各项检测项目的考核。

“以往从省里到地方都是采用纸
质考试的方式，从出题、涂卡做试
卷再到集团阅卷，人力物力消耗
较多。”滨州市质检站副站长张秀
英介绍道，“现在我们开发启用的
在线考试系统可谓填补了省内检
测行业在线考试的空白。”在线试
题库集合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各
类检测项目中应知应会、常用的、
实际的多套试题，包括单选、多
选、判断三种题型，系统可自动生

成整套试题、自动判定分数并汇
总成绩。每位质检站员工都被设
置了与身份证挂钩的登陆名，考
生凭身份证在规定时间内即可上
机进行答题，类似驾照理论考试
的模式。

目前，滨州市质检站已经开展
了此系统开发完成后的第一次考
试，效果不错，并且在考试结束后，
检测站对考试成绩进行了站内通
报，成绩记入绩效考核管理。“主要
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考试模式，提高
检测人员对专业知识学习的主动
性，促进检测人员检测水平不断提
高。”张秀英说。没办法作弊，阅卷
等也不存在主观因素，对业务人员
的技能提高有很大帮助，员工学习
的主动性也提高了不少。张秀英还
表示，检测人员在线考试系统今后
仍会不断完善，为检测行业信息化
建设做出了有益探索。

无棣县公共行政审批中心主任张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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