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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今年全面启动工伤保险

聊聊城城工工伤伤保保险险制制度度实实现现全全覆覆盖盖
本报聊城10月22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冯刚)
近日，聊城市市直工伤保险工
作会议暨工伤预防培训班举
办，培训班上提出，今年聊城机
关事业单位将全面启动工伤保
险。

工伤保险须用人单位为职
工参保缴费，职工个人不用缴
费，而发生工伤事故后，职工享
受社保机构支付待遇的最普
惠、最实用的的一个险种。聊城
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为职工参

加了工伤保险。
聊城市人社局副局长魏庆

荣介绍，《社会保险法》和《工伤
保险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全市
工伤保险制度统筹层次和基金
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工伤保险
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逐
年提高。截至9月底，全市参加
工伤保险的参保单位达到3674
家，参保职工50 . 07万人，征缴
工伤保险费4 . 01亿元，年内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人员3615人，
支付各类工伤保险待遇1 . 04亿

元，已连续12年为领取长期待
遇人员调整提高了待遇标准。
今年年初将机关工作人员纳入
工伤保险统筹范畴，使工伤保
险制度实现了全覆盖。也就是
说，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在上下
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
工伤后能够及时享受到工伤保
险待遇，其费用基本由社保机
构承担，用人单位基本不用支
付相应的费用；即便出现工亡
事故，其费用也全部由社保机
构承担，这样既减少了纠纷，还

保障了个人权益。
工伤保险具有强制性、无

过错补偿、个人不缴费、风险共
担互助互济、预防补偿康复相
结合、一次性补偿与长期补偿
相结合等原则，能够减轻用人
单位的经济负担及后顾之忧，
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工伤职工及
供养亲属的合法权益。

按照工伤保险政策和制度
要求，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
后，要在24小时内向工伤保险
行政部门和经办机构发送工伤

事故快报，详细说明受伤职工
基本信息及救治情况，严格遵
守职工发生工伤后的申报、审
核、待遇拨付工作流程。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被诊
断为职业病的，用人单位应当
自事故伤害发生或被诊断鉴定
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所
属工伤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未在规定时限内提
出的，在此期发生符合《工伤保
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
关费用由用人单位负担。

本报聊城10月22日讯(记
者 凌文秀) 山东省首届京
剧票友大赛决赛将于10月25
日下午在聊城正式开赛，为期
两天。日前，聊城入选决赛的
票友们正在加紧练习，聊城名
家们也纷纷给予专业指导，赛
前紧急陪练。

25日决赛就要开始了。首
届京剧票友大赛的聊城参赛
票友们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加
紧排练。参赛票友乐队老师们
也牺牲了周末时间，为参赛票
友提供便利的训练条件。荀派
艺术继承人，原临清市京剧团
名誉团长、挑梁主演，著名京
剧表演艺术家孙毓敏入室弟
子，已故梅派艺术家张春秋弟
子王彩虹指导参赛票友不遗
余力，从身段唱腔到一个眼
神、一个手势，都为票友们做
最专业的指导。有票友表示，
能得到这些专业大师们的指
导，就算不拿奖，也是参加这
场比赛很大的收获了。河北梆
子国家一级演员、聊城市剧协
原主席荣秋莲；聊城市京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聊城市政协常
委，重大决策委员会委员耿金
芝；聊城市京剧院国家二级演
员、聊城市京剧院业务主任，
山东省戏剧家协会理事李志

强等诸多聊城京剧界大佬为
聊城的参赛选手们做赛前紧
急培训。

而乐队老师们也纷纷牺
牲周末时间，为参赛票友们
的训练配乐。“有了配乐，训
练起来更加精准，更接近赛
场环境。”一位票友对乐队老
师们也非常感激，“我们一遍
遍地训练，每当准备从头到
尾来一遍的时候，有了乐队
老师的配合，能更加入戏。”

山东省首届京剧票友大
赛在聊城举办，是省剧协对聊

城的充分肯定和认可，聊城将
以此次大赛为契机，展现聊城
风采，赛出聊城魅力。市文联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吴文立表
示，本届京剧票友大赛组委会
成员将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做
好山东省首届京剧票友大赛
决赛工作。将严格按照省剧协
要求，保证公平正义，确保安
全措施落实到位。大赛的举办
是用戏剧讲好聊城故事、传播
聊城好声音，展示聊城文明形
象的良好契机，力争办出精
彩、办出亮点。

山东省首届京剧票友大赛决赛在即

众众多多名名家家助助力力聊聊城城票票友友赛赛前前集集训训

聊城市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聊城市政协常委，重大决策委
员会委员耿金芝正在指导聊城参赛票友。

本报聊城10月22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蒋存
华 尹卓悦 李宇鹏) 近日，
聊城市技师学院召开干部工
作会议，聊城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杜昌伟受省委委托，宣
布对学院主要领导同志职务
调整的决定并作重要讲话。学
院党委书记李友渔主持会议。
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老年
党支部书记、副科级以上干部
及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22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杜昌伟宣读了省委对学
院主要领导同志职务调整的
决定：张连臣同志任中共聊城
市技师学院委员会党委书记，
刘德云同志任聊城市技师学
院院长，李友渔同志因年龄原
因不再担任中共聊城市技师
学院委员会党委书记职务。

杜昌伟强调，省委、市委
高度重视学院领导班子的建

设，这次班子调整，是根据领
导班子建设实际和事业发展
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充分沟
通酝酿，慎重研究作出的决
定。杜昌伟充分肯定了学院的
办学成就和对经济社会发展
所做的重要贡献。对学院党委
带领全体师生员工，推动学校
跨越发展所做的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对原党委书记李友
渔的工作业绩给予了高度评
价，对新任党委书记张连臣、
院长刘德云在新的岗位上推
动学校的新发展寄予厚望。

聊城市技师学院新任党
委书记张连臣、院长刘德云先
后作任职表态发言；李友渔作
离任讲话。

省省委委对对市市技技师师学学院院
主主要要领领导导同同志志职职务务作作出出调调整整
张连臣任党委书记 刘德云任院长

本报聊城1 0月2 2日讯
(记者 凌文秀 ) 20日，聊
城市首批重点革命老区村
揭碑发牌仪式在高新区韩
集乡迟桥村举行。聊城市老
促会副会长刘继孟、老促会
副秘书长兼联络部部长郑
金成，高新区领导徐霞、田
俊国、杨印成出席仪式。

活动期间，刘继孟和徐
霞为高新区聊城市首批重
点革命老区村揭碑，随后召
开工作会，为五个革命老区
村发牌。会议指出，革命老区
是新中国的摇篮，老区人民
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
做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
大牺牲，要进一步增强提高
老区人民生活水平，弘扬红
色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加快老区建设和发展。各级
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老区
建设工作，把老区工作“放在
心上、抓在手上”，加快促进
各级老促会工作，让老促会
成员充分发挥余热，奋起勃
发，集中力量，深入调研，积
极争取上级支持，宣传老区
政策，在招商引资、老区扶贫
等方面为党工委、管委会当
好参谋助手。要抓住机遇，层

层制订了扶持老区的计划，
把高新区的老区工作推上新
水平，为建设魅力高新区做
出贡献。

据了解，经过一年多的
详细调研，高新区有36个老
区村入选为聊城市革命老
区村。经过进一步筛选认
定，高新区韩集乡大白村、
韩集乡迟桥村、韩集乡张会
所村、顾官屯镇西程铺村、
顾官屯镇兴隆村5个革命老
区村被确定为全市首批重
点革命老区村。重点革命老
区村的确定标志着市委、市
政府对高新区革命村革命
历史的肯定，更是对高新区
革命老区村发展的支持。对
于加快老区建设，提高老区
人民生活水平，弘扬红色文
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首批批重重点点革革命命老老区区村村

在在高高新新区区揭揭碑碑发发牌牌

本报聊城10月22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宋存
鹏) 19日晚，聊城高级财经
职业学校会计系在学校学术
报告厅举行“文明出彩 匠
心筑梦”联欢晚会，炫丽的灯
光，欢乐的气氛点燃了整个
会场。晚会有舞蹈、歌曲、朗
诵等16个节目，师生共聚一
堂，共同畅想高级财经的美
好明天。

晚会首先播放了会计系
编辑的视频短片，辉煌的成
绩激发了同学们的自豪感
和主人翁意识。教师李燕编
排并亲自参演的开场舞《最
美宫灯红》渲染了欢乐的气
氛；教师潘锋的《共和国之
恋》用欢歌庆祝十九大召
开；朗诵《誓言》展示了一个
教师从业以来的成长；班主
任们的一曲《大学问》更是
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同

学们还现场进行了点钞展
演。整台晚会形式丰富，气
氛热烈，展现了会计系师生
的良好风貌。最后，会计系
全体党员和副科级以上干
部共同唱响了“高级财经
版”的《团结就是力量》，共
同祝学校的明天更加辉煌。

校党委书记、校长朱秋
田，党委委员、副校长白来
生，副校长王强、李会东等学
校负责同志观看了晚会，并
给予高度评价。

聊聊城城高高级级财财经经职职业业学学校校会会计计系系

举举行行““文文明明出出彩彩 匠匠心心筑筑梦梦””联联欢欢晚晚会会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
校会计系举行“文明出彩

匠心筑梦”联欢晚会。

聊城首批重点革命老区
村在高新区揭碑发牌。

省委对市技师学院主要领导同志职务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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