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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就业市场报告出炉

德德州州月月薪薪55333311元元全全省省排排第第九九

本报9月25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宋辉) 连日来，
乐陵市郭家街道对辖区内已
落实环保整改措实的企业开
展环保问题“包管”大检查。

为持续保持环保问题治
理依法打击，决不手软的高
压态势，近期，该街道按照

“班子成员包保、定期巡查、
不定期抽查”的工作原则，对
街道环保达标企业实行包管

制。同时，将已实行“两断三
清”和清理的 1 7家“小散乱
污”企业地盘实行包管制，即
谁包管的谁负责，谁包管找
谁，谁包管的地盘出现错峰
生产以及死灰复燃等问题谁
负责解决。并引导企业自身
增强环保意识，积极转变思
路，大力发展新型环保项目，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确保大
气、水资源不受污染。

本报 9月 2 5日讯
(记者 李榕 通讯员

段倩 ) 近日，乐陵
市郭家街道召开班子
成员扩大会议，一起
商议制定机关干部下
沉基层方案，积极开
展机关干部职能下沉
工作。

按照要求，由班
子成员任管区书记，
原管区书记任管区副
书记，管区主任、管区
一般人员和包村干部
为管区人员。并根据
新的方案调整党建特
派员名单，使党建工
作和扶贫工作的人员
统一起来。

据悉，包村干部

名单确定后，该街道
安排全体包村干部逐
户进行走访贫困户，
要求首先摸清底数，
认真、及时掌握贫困
户的收入情况；要重
视短板，对脱贫收入
处在边缘线上的要制
定方案，采取有效措
施；根据该街道实际
情况，对扶贫包村干
部 工 作 情 况 进 行 考
核，对上级扶贫帮扶
政策不知晓，对贫困
户基本情况掌握不全
面，对贫困户享受的
政策不了解的干部现
场直接点名通报，为
2018年全面脱贫打下
坚实的基础。

本报9月25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
员 宋辉 段倩) 日前，记者从乐陵市
了解到，郭家街道办事处实施菜单式扶
贫，目前，该街道共有189人成功脱贫，
真正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6年前，郭家街道韩家村“脱贫致富
带头人”李双芳的丈夫病逝欠下5万多
元债务，儿子年少，公婆年迈，重痛的打
击曾击垮了她。了解到李双芳的情况
后，街道办事处及时亮出“扶贫菜单”，
根据她的意愿帮她联系服装厂，她边打
工边学习服装裁剪修改技术。去年初，
自己在沿街开了服装加工修改店，月均
收入达1000多元。

据悉，该街道对贫困群众进行详细梳
理，根据其家庭状况分为“发展致富型、维
持型、危房改造型”等5个类型，研制开启
出“政府兜底型、教育扶贫型、技术培训
型”等六个“扶贫菜单”。贫困群众可结合
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对号入座。

郭家街道>>

开展机关干部职能下沉工作

郭家街道>>

菜单式扶贫百余人

郭家街道>> 对企业环保实行包管制

本报9月25日讯(记者 李
榕) 新一轮的“抢人”战火已
开，各用人单位都希望在秋招
季抢到合适的人才。对于目前
招聘难、人才供不应求的局
面，用人单位使出浑身解数，
然而却人才难觅。近日，齐鲁
人才网发布《第三季度山东就
业市场报告》，记者了解到，截
至2018年第三季度，山东17城
市平均薪酬突破5000的城市
有13个，德州在列，岗位平均
薪酬达到5331元。

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山
东17城市平均薪酬突破5000
的城市有13个，德州的岗位平
均薪酬达到5331元。从期望薪

酬方面来看，德州求职者期望
薪酬为4329元，而实际岗位平
均薪酬为5331元，在全省排名
第九位，期望薪酬比为0 . 81，
排在全省中游水平，求职者较
为满足。

从全省的情况分析看，
2018年第三季度较第二季度，
高薪区间有明显的上涨，3000
元以下的区间有所减少。岗位
薪酬4000—5000元范围占比
最 大 ，为 2 2 . 9 4 % ；其 次 是
3 0 0 0 — 4 0 0 0 元 范 围 ，占
21 . 42%；6000—7000元范围
占17 . 58%，排在第三位。2018
年以来，山东省岗位薪酬持续
上涨，总体较第一季度已经上

涨约500元，随着薪酬的上涨，
高薪区间仍有扩大趋势。

从就业难度指数来看，德
州就业难度和岗位竞争压力
较大。平均同一个岗位就有
十几份简历投递。人口数量
多，内陆城市就业机会少是
主要原因。东营以45 . 06的岗
位指数排在全省榜首，威海则
以11 . 81的岗位竞争指数排在
末位。

“社保入税”则直接影响
社会保险的提供率，因此社会
保险提供率排在各福利项目
之首。环比上个季度，2018年
第三季度德州各项福利提供
率均有不同幅度的上升，特别

是“五险一金”的提供率较上
季度有明显上涨。同时，招聘
难是困扰企业HR的一大问
题，因此秋招季伊始，德州独
立雇主数与岗位发布数量随
之增长。与2018年第二季度相
比，德州市独立雇主数环比增
长35 . 22%，同时其岗位发布
数量环比上涨31 . 15%，涨幅
均排在全省中游。随着招聘季
的深入，独立雇主数以及岗位
发布数将继续增长。

与独立雇主数、岗位发布
数量紧密相关的简历注册量
较第二季度也有明显增长，全
省平均上涨37 . 25%。其中，德
州环比上涨39 . 78%，涨幅排

名 第 五 。青 岛 环 比 上 涨
49 . 21%，涨幅最大。秋招季山
东省预计将有70万应届生加
入求职大军，简历注册数量将
进一步增加。

此外，从各行业发布的岗
位数量来看，互联网/电子商
务行业发布的岗位数量占
7 . 96%，成为人才需求量最大
的行业；其次是机械/设备/重
工 行 业 ，岗 位 发 布 数 量 占
7 . 53%；建筑/建材/工程行业
排在第三位，岗位发布数量占
5 . 96%。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持
续推进，“互联网+”和“人工智
能+X”势头迅猛，为互联网/电
子商务行业带来新的动力。

9月21日，德州市人民检察
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全市检
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开展
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

据悉，截至目前，全市共受
理涉黑涉恶犯罪审查逮捕案件
66件199人，逮捕26件74人，受
理审查起诉27件102人，提起公
诉8件31人，判决3件8人，纠正
漏捕3人，涉及非法高利放贷、
暴力讨债、欺行霸市等重点领
域，监督公安机关立案2件8人。
检察机关增强刚性，深耕监督
主业，多方发动，强化协作配
合，建立线索双向移交机制。目
前，全市受理的32件群众举报
线索均已移交至公安、纪检监
察机关。

【案例一】
临邑杨某明涉嫌恶势力犯

罪团伙案
近日，临邑县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敲诈勒索罪，依法批准逮捕
“套路贷”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

杨某明、陈某、马某安、张某、许
某明。

2017年2月份以来，犯罪嫌疑
人杨某明、张某等人借民间借贷
之名，以租赁门头房及租住宾馆
为据点，交叉结伙，通过欺骗、胁
迫、滋扰、纠缠、殴打、拘禁等手
段，诱骗未成年被害人高利借
贷，以担保费、介绍费等名义，勒
索巨额财物，系影响恶劣的“套
路贷”违法犯罪行为。杨某明、陈
某、张某曾因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多次受到行政处罚。

杨某明等人恶势力犯罪团
伙敲诈勒索案，是临邑县首起

“套路贷”违法犯罪案件，被害
人众多，案情复杂，侦查取证难
度较大。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提
前介入，抽调业务骨干引导侦
查，指导侦查机关固定证据，召
开联席会议准确认定该“套路
贷”团伙的恶势力犯罪特征。同
时，移送办案中发现的公职人
员涉案线索2人，严打黑恶势力
背后“保护伞”。

【案例二】
齐河侯某松涉嫌恶势力犯

罪团伙案
近日，德州市人民检察院指

定乐陵市人民检察院对涉嫌开
设赌场、妨害作证、非法拘禁、寻
衅滋事罪的齐河侯某松等人恶
势力团伙依法审查起诉。

2011年以来，犯罪嫌疑人侯
某松、侯某敏等人笼络社会闲散
人员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实
施非法拘禁、妨害作证、开设赌场
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了以
侯某松、侯某敏为首的重大涉黑
恶犯罪团伙，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案件的批
捕和起诉工作，第一时间派员提
前介入，从严从速批准逮捕，对案
件中发现相关人员涉嫌违法犯
罪线索，依法移送监察机关处
理。审查起诉阶段，乐陵市人民
检察院成立由检察长带头的专
案组，认真审阅卷宗，列明详细
的补查提纲，积极与公安机关座
谈沟通，确定下一步侦查方向。

本报9月25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申宸) 日前，山东省老龄办在全省组织开
展了“山东省银龄之家”和“山东省优秀老
年艺术团体”推选活动，经基层推荐，逐级
审核，德州市11个单位获评“山东省银龄
之家”，3个老年艺术团体被评为“山东省
优秀老年艺术团体”。

据了解，被评为2017年度“山东省银龄
之家”的有乐陵市杨安镇冯辛庄村老年活动
中心、德州市德城区岔河社区翰墨缘书画
社、临邑县邢侗街道办事处老年活动中心、
德州市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合作区管委会
风仪城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宁津县文化艺术
中心活动室、平原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老年活动中心、齐河县华店镇华南社区居委
会、平原县王庙镇方庄村老年人活动中心、
武城县武城镇前那王庄村民委员会、夏津县
宋楼镇张堤社区居委会、禹城市辛寨镇梁河
社区居委会。

“山东省优秀老年艺术团体”包括德州
市老年书画协会、宁津县中老年文化娱乐健
身活动中心、临邑夕阳红锣鼓秧歌队等3个
老年艺术团体，获评的社区和老年艺术团体
组织健全、管理规范、设施完善、队伍齐整、
活动经常、作用明显、特色突出，在区域内很
好地发挥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此外，在山东省第二届中老年朗诵艺
术大赛中，德州的张桐嘉的参赛作品《梦
想照亮中国》获得三等奖，德州市老龄办
获评组织奖。

德州11个单位

获评“山东省银龄之家”德州批捕74名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本报记者 路龙帅 通讯员 高忠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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