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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资讯

进进了了荣荣成成门门，，就就是是荣荣成成人人
“农民工恳谈日”，面对面给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本报11月3日讯 (张耿 晓
阗 ) 日前，荣成市2015年第四
期“农民工恳谈日”活动举行。
多家企业的农民工代表和企业
劳资人员与市人社局、教育局、
总 工 会 部 门 负 责 人 面 对 面 交
流。

近年来，荣成市坚持每季
度开展一次“农民工恳谈日”活
动。由人社局、教育局、总工会

等单位组成农民工工作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参加，通过前期调
研、“面对面”座谈，现场倾听农
民工代表就工作、生活中存在
实际问题的诉求。各部门围绕
打造诚信用工环境、农民工维
权、农民工子女教育等主题，解
决答复农民工养老医疗保障、
技能培训、工资支付、子女教
育、户口迁入等320多个问题。

荣成市打破务工人员的户
籍和身份界限，只要在单位工
作，全部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
围。截至目前，已为2 . 1万名外
来务工人员参加企业养老保险
和医疗保险，2 . 6万名外来务工
人员参加工伤保险，5000多名
外来人口参加居民医疗保险。

为了让农民工享受家的温
暖，荣成市不少公司在租住房

方面做足了文章。截止去年底，
石岛集团、石岛重工、成山集团
等企业新建公共租赁住房2291
套，解决了8000多名职工住房
困难问题。2015年，荣成市安排
6家企业投资6400万元，集中新
建989套、4万平方米公共租赁
住房，将解决4000多名企业职
工 和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的 住 房 问
题。

在教育方面，荣成市将农
民工随迁子女的基础教育纳入
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
预算，在经费拨付、免课本费、
发放乘车补助、午餐补助、校服
补助等方面，与本地学生同等
对待。目前，全市外工子女在学
前、义务和高中各教育阶段，均
与 本 地 学 生 享 有 完 全 平 等 待
遇。

检检修修
日前，荣成市供电公司对

110千伏人和站10千伏虾场线开
展停电检修。此次检修，共完成
对10kV虾场线线路较细原导线
的更换，新立电杆3基，架设150

米架空线路。此外，为提高地方
配网自动化运行，荣成公司还对
该线路支线供电负荷较大的线
路设备安装了二台加柱上分界
断路器，提高配网自动化水平，
有利于分段检修，为客户实现连
续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达到了
有效缩小故障停电范围、提高供
电可靠性的目的。

韩天凯 王晓燕 摄影报道

本报11月3日讯 (杨志礼
张龙威 高梦杞) 为了提高企
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创新能力，
减少企业创新风险，经济开发
区把建立和完善科创中心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纳入孵化器基本
建设内容，并结合荣成市地方
经济特色和培育未来支柱产业
的要求，为企业提供更加专业、
优质的服务。

为完善服务体系机制，为企

业发展“保驾护航”，经济开发区
科创中心自建立初期就大力开
展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完善服务
功能。入驻中心的科技型企业可
获得技术产品认定、专利产品申
报和企业产品标准制定等方面
的咨询和服务。根据科技企业孵
化器的特点和创业企业的需要，
科技创业中心内还设立了6个中
介服务机构，利用其专业优势，
为在孵企业提供“人才培训”、

“法律咨询”、“财税代办”、“产品
质量检测”等服务，较好地解决
了企业在人才、法律、专利等方
面遇到的困难，有效地降低了企
业的创业成本。目前，科创中心
已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
励创业的文化氛围，并与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等
院校、研究所开展了广泛合作，
成为在孵企业与高等院校之间

沟通的桥梁，加强了产学研的结
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
业化，加速了科技创业企业的发
展。

下一步，经济开发区将继
续和高等院校、股权公司进行
研究合作，建立“产—学—研”
的服务体系，为在孵中小型科
技企业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为企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
化创造良好的条件。

服服务务先先行行，，护护航航企企业业发发展展
经济开发区加速完善科创中心服务体系建设

本报11月3日讯(于青) 今
年以来，荣成市人社部门积极
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政策，稳步
推进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有力
推动了各类群体实现就业创
业。目前，已为651名创业人员
办理创业担保贷款认定手续，
发放贷款469笔、4679万元，完成
年度计划的137 . 6%。

今年，随着荣成市出台《关
于加快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实施意见》，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进一步调整放宽为：“威海市

户籍范围内的创业者(毕业5年
内的高校毕业生和驻荣高校在
校生不受户籍限制)可直接在工
商注册地申请；同时对符合条
件的各类自主创业人员创办小
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提
高至30万元”。目前，凡50周岁
以内的女性、60周岁以内的男
性，具有威海户籍，在工商部门
注册登记，从事微利项目的登
记失业人员、城乡妇女、就业困
难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刑
释解教人员，均可申请小额担

保贷款，贷款额度最高为10万
元，2年内免息。劳动密集型小
企业的最高贷款额度为300万
元，2年内享受50%的财政贴息。

市人社局与财政、金融等
部门对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范
围、申请程序、贷款额度、担保
人条件及担保程序等进一步规
范、简化，降低了申请难度，定
期对农商行、邮政储蓄银行两
家机构创业担保贷款发放情况
进行检查，通过查阅账簿、凭
证，实地询问创业者等方式了

解贴息是否及时拨付创业者，
实地抽查了解营业地与注册地
是否一致，是否有虚假放贷情
况。

扶持一个人，带动一批人。
创业担保贷款让众多创业者自
身实现成功创业的同时，也带
动、引领更多的城乡人员走上
就业致富之路。今年以来创业
担保贷款帮扶528人实现成功
创业，间接带动就业2000多人，
真正实现了创业带动就业的倍
增效应。

创创业业担担保保贷贷款款发发放放44667799万万元元
帮扶528人实现成功创业，间接带动就业2000多人

本报11月3日讯(李凯跃) 荣
成市公安局面向社会招聘25名公
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其中交警大
队9名，站前派出所16名)。

报考资格条件为：具有荣成
市常住户口；高中、中专以上学
历；限男性，身高1 . 70米以上，年
龄在18周岁到30周岁；退伍士兵
年龄可放宽至35周岁；荣成市征

信管理系统个人信用等级为B级
及以上；原经人社部门批准录用
的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不得报
考。

报名人员可到荣成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 t t p : //
www . r c s r s j . c om/)下载《报名
表》，持《报名表》及一寸近期同
底版免冠彩色照片3张，于11月

9日至1 0日到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
(荣成市政府 4楼 4 1 5房间 )报
名。报名时，须提供本人身份
证、学历证书、户口簿(原件及复
印件)。消防退伍士兵需提供士
兵档案、退伍证等相关材料；在
职人员还应提交具有人事管理
权限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介绍

信；档案托管人员及择业期内
未就业的毕业生须提供市人才
交流服务中心出具的相关证明
材料。

考试采取笔试、体能测试和
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面试结束后，按照笔试成
绩、体能测试成绩、面试成绩3：
3：4的比例计算总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按聘用名额1：1的比例
确定体检考核政审人员。如总
成绩相同，按笔试成绩高低确
定先后名次。面试成绩低于6 0
分的，取消进入体检考核政审
范围资格。

准考证领取时间、考试内
容、成绩及名单公布，请关注人
社局网站。咨询电话：7560274。

公公安安局局招招聘聘啦啦，，2255个个名名额额
9日和10日报名，考试分笔试、体能测试、面试三部分

连日来，好运角旅游度假区
各区直部门机关干部深入基层，
认真开展大走访活动，广泛征集
群众意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
题，为基层群众送去实惠。今年
大走访活动启动以来，度假区每
月定期汇总走访过程中群众反
映的问题，督促相关机关部门尽
可能帮群众解决问题，力争给群
众满意答复。截至目前，度假区
区直部门机关干部已走访群众
4000多户，征集各类问题120个，
已办结75个，45个正在办理，让
走访工作切实成为密切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

(刘祺豪)

日前，好运角旅游度假区汉
龙路北段土方工程启动。汉龙路
北段南起成大路龙家村，北至临
港路碧陆斯新厂东侧，道路全长
1770米、宽18米，需修建桥梁两
座，活动土石方23万方。目前土方
工程已启动，预计11月底前完成
土方工程。

(林巍强 程昊)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建设，好
运角旅游度假区好运渔乡国际商
业中心项目日前对水产品暂养设
施进行了全面的卫生检测，为正
式运营做好了技术准备。好运渔
乡项目1号市场10000平米营业区
域建设已进入扫尾阶段，海关商
检部门的监管场所也已装修完
成，目前所有营业场地已被预计
一空，预计市场本月底开门纳客，
届时将成为全省首个海关现场监
管的跨境鲜活水产品批发市场。
通关时间可以压缩三分之一以
上。

(杨春宁 车明丰)

日前，市城建局举办了城市
公共空间规划培训班，全体班子
成员，以及规划部门和城建重点
工程职能部门的干部职工200多
人参与了培训，全面分析了目前
普遍存在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误
区和导致的系列后果，为干部职
工注入了全新的城市规划发展理
念。结合全市重点工作落实会议

“大兴学习之风，提高能力水平，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创新突破”的
总要求，市城建局开展了“解放思
想见行动”活动，按照“干什么学
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从
制约工作开展最紧迫、最急需，对
工作影响最深远等方面来确定培
训课题。

(乔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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