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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6月16日讯(记者
黄广华 贾凌煜 通讯员
范广强 廉恩杰) 全国24

所高校继续在我省招收定向
培养直招士官，全省共为部队
招收直招士官1650人，涉及山
东交通职业学院等24所高校，
今年参加高考的毕业生均可
报名，网上填报志愿时间为6
月28日。今年起，定向培养的
直招士官入伍后也可享受国
家资助了。

今年，陆军、海军、空军、火
箭军和武警部队在我省招收定
向培养直招士官1650人(含女
生51人)。其中，省外的试点高
校有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南京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等16所，共招收
445人(含女生8人)。省内的试
点高校有8所，分别是山东交通
职业学院、山东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潍坊
科技学院、烟台职业学院、威海

职业学院、滨州职业学院、泰山
职业技术学院，这8所院校招生
数量达到1205人(含女生43
人)，涉及通信技术、机电一体
化、电气自动化、汽车检测与维
修等30个专业。定向培养直招
士官学制3年，毕业后取得大专
学历。

有意报考的考生可在6月
22日起，持本人身份证、准考
证到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
人武部报名参加政治考核。政

治考核于7月5日结束。6月28
日，考生登陆山东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指定的网址，填报相应
高校“直招士官生”专业。体
检、面试对象由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在专科提前批第一志愿
报考有关高校相关专业的上
线考生中，按考分从高到低的
顺序，依照招生计划数的3倍
确定。济宁市征兵办将通知上
线考生于7月3日至5日参加体
检和面试。

定向培养士官是指依托
地方普通高等学校为部队定
向培养技术复杂、培训周期较
长的专业技术士官人才，毕业
后补充到士官岗位服役。济宁
市征兵办主任、济宁军分区参
谋长成洪森介绍，报名者必须
为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的普通
高中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0周
岁 ( 1 9 9 6年 8月 3 1日以后出
生)，未婚，政治和身体条件符
合义务兵征集标准。

24所高校在我省招收1650名定向培养直招士官

报报名名者者2222日日起起参参加加政政治治考考核核

本报济宁6月16日讯(记者 贾
凌煜 通讯员 李清刚) 济宁调
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及
计发待遇基数。最高月缴费基数为
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300%，即14549元，最低月缴费
基数为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
均工资的60%，即2910元。

个体、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
保险的缴费基数分为三档，分别为
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1 0 0%、8 0%、6 0%，即4 8 5 0元、

3880元、2910元。
2016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按26%的比例缴纳，其中单位缴费比
例为18%，个人缴费比例为8%；基本医
疗保险按9%的比例缴纳，其中单位缴
费比例为7%，个人缴费比例为2%；工
伤保险单位按0 . 2%—1 . 9%的比例缴
纳，个人不缴费；失业保险按1 . 5%的
比例缴纳，其中单位缴费比例为1%，
个人缴费比例为0 .5%；生育保险单位
按0.5%的比例缴纳，个人不缴费。

个体、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

保险按20%的比例缴纳，基本医疗
保险按9%的比例缴纳。

市直各参保单位可直接通过
济宁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网站中的

“资料下载”栏目，下载相关表格，按
规定填写，经参保人员本人签字确认，
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
安排专人将有关数据上传至市社保局
网站“社会保险网上服务”系统；数据
上传后，携带有关表格的纸质和电子
版到社会保险服务大厅办理缴费基
数申报等有关手续。

本报济宁6月16
日讯(记者 庄子帆)

省道338线刘堤头
转盘路口16日起封
闭施工，从国道105
经此处去往嘉祥方
向的车辆需绕行，可
选择太白楼路西延、
国道327等线路，预
计施工期为3个月。

目前，省道338
刘堤头转盘路口西
半区封闭施工，也就
是东西方向无法通
行，从105国道、金宇
路经刘堤头转盘去

往嘉祥方向被封闭。
市民经过此处可提
前绕行，可选太白楼
路西延、国道327、机
场路等去往嘉祥，不
过需要提醒市民的
是刘堤头转盘105国
道南北方向可通行，
但为单行道，向南行
驶的车辆需要借道
东半幅超车道，容易
出现堵车的情况。记
者了解到，刘堤头转
盘路面施工预计9月
份完工。

刘刘堤堤头头转转盘盘路路口口
1166日日起起封封闭闭施施工工

本报济宁6月16
日讯(本报记者 李
蕊 孙帅 ) 1 8日
(本周六)，齐鲁晚报
小记者团将受邀走
进济宁市质监局食
品 相 关 产 品 实 验
室。专家们将通过
一个个有趣的小实
验，为您解答食品
包 装 安 全 的 重 要
性。

在参观济宁市
质检所食品相关产
品实验室时，专家
们现场讲解各种食

品用塑料包装、食
品用纸包装、食品
用玻璃包装、食品
用陶瓷包装产品的
用途、特点。小记者
及家长们可以通过
现场观摩检测食品
包装产品质量的过
程，了解检测食品
用包装的各种精密
仪 器 的 性 能 与 用
途。报名方式为可
编辑“小记者姓名+
实 验 室 ” 至
18678730276。

“有了机器帮忙，插秧再不用弯腰淌水，
种稻子既轻松又高效。”16日上午，全市水稻
机插秧现场观摩会在喻屯镇举行。农机手们
技术娴熟地操作着插秧机，转瞬间，疏密适
中、规则整齐的秧苗布满田间。全市共有75万
亩稻田，目前23%已实现机械化种植，60%实
现机械化收获。

本报记者 李蕊 通讯员 王绍耿 摄

食食品品包包装装安安全全吗吗？？
周周六六来来实实验验室室吧吧

您您打打个个电电话话，，其其余余的的我我们们帮帮忙忙
嘉祥县6712345群众服务热线服务挺好的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庄子帆
通讯员 薛海波

上门会诊三次
这服务太周到了

李先生患有强直性脊柱炎20多
年了，因长期站立，腿脚出现严重的
溃烂，加上身体多处不适，感觉自己
的生命要走到了尽头，还并与家人
商量捐献身体内的多处器官。不过，
家人没同意，想尽办法帮他治疗。

今年，李先生的家人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拨打了嘉祥6712345群众
服务热线。得知李先生的情况后，服
务热线的工作人员立即与嘉祥县中
医院协调，组织多位专家到家中会
诊。

“今年上半年去了三次，现在患
者病情很稳定。”嘉祥县群众工作服
务中心副主任胡宝军说。

“仲山镇的一位村民，妻子患有
精神疾病，儿子没工作，一家人生活

很艰苦，打来电话求助，我们协调民
政局办理了低保，同时与仲山镇政
府帮其儿子在北京的一家公司找到
保安的活，一家人为此还送来了锦
旗。”胡宝军说。

类似的情况经常遇到，胡宝军
介绍，自服务热线开通以来，大部分
为求助电话，少部分为举报、投诉，
小到调解夫妻吵架，大到解决各单
位扯皮的棘手问题，“您只需一个电
话，其余的我们解决”，这是群众服
务热线的服务承诺。

电话量增10倍
群众口碑赢得认可

嘉祥县群众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王峰介绍，去年共受理群众反映问
题23492件，群众满意率达到98%以
上；现场督办解决问题150余件，入
户帮扶群众50余户。同时，开通县群
众工作服务中心网站和县群众服务
热线微信平台，进一步拓展老百姓
诉求渠道，拓宽服务群众领域，提升
服务水平。

依托群众服务热线和各镇街党
员群众服务中心，嘉祥成立群众工
作服务中心。“这个中心是为老百姓
提供物业、家政方面的平台，平台里
有相关商家加盟，对于商家、老百姓
是免费服务，商家为老百姓提供有
偿服务，但低于市场价。”王峰说，商
家的服务情况进行回访并考核，年
终考核不通过的商家将被“开除”。

嘉祥县群众工作服务中心还启
动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建设，通
过前期调研准备、体系试运行、内部
审核及管理评审等工作。经省评审
专 家 组 初 审 和 终 审 ，顺 利 通 过
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嘉祥县群众服务工作将质量管
理体系延伸到镇街一级，这走在了
全省的前列。“群众服务热线刚开通
时，一年只有几千条热线，现在每年
有几万条，每天都能接到老百姓的
100多个电话。”王峰说，在帮助老百
姓处理问题时也得罪过不少人。如
果怕得罪人，跟老百姓打马虎眼，不
为老百姓办实事，热线就变成了“凉
线”。

求助、投诉……只要打一个
电话，问题就能够解决。嘉祥县
6712345群众服务热线，十年来已
经成为老百姓不可缺少的一个诉
求渠道。开通10年来，共受理群众
诉求23万件，其中去年共受理群
众反映问题23492件，群众满意率
达到98%以上。

群众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为嘉祥

街道一位残疾人送双拐。

济宁调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月月最最低低缴缴费费基基数数调调至至22991100元元

好好帮帮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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