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亓玉飞）
项目总投资150亿元、年产能力10万

辆整车、从开工到投产仅用280天……
19日，在山东重工（济南莱芜）绿色智造
产业城，随着一辆刚组装下线的新一代
黄河重卡缓缓驶出，中国重汽智能网联

（新能源）重卡项目正式投产。
今年2月12日，在山东省委省政府

的统一部署和坚强领导下，山东重工集
团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率先正式开工建设山东重工（济南莱
芜）绿色智造产业城，成为在疫情中全
省第一个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按下了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建设的“加
速键”。

作为山东重工（济南莱芜）绿色智
造产业城核心项目之一，中国重汽智能
网联（新能源）重卡项目总投资150亿
元，占地面积3106亩，建筑面积100万平
方米。项目开工以来，中国重汽集团攻
坚克难，仅用280天就实现项目正式投
产和首台车辆下线。今年8月17日，凯傲
智能叉车和智能网联重卡二期项目开
工建设，其中凯傲研发中心已于11月16

日封顶。
莱芜区委书记朱云生说，省市各部

门高效联动、创新突破，为项目手续办
理畅通了渠道。同时，莱芜区把重工项
目作为“生态立区、实业强区”的核心引
擎，举全区之力服务项目建设。随着项
目第一辆整车正式下线，将为加快济南

“工业强市”战略增添新动力、注入新活
力。

按照产品高端、制造高端、配套高
端和管理高端的项目建设思路要求，中
国重汽智能网联（新能源）重卡项目采
用全球先进的智能制造生产线，打造中
国领先、世界一流的高端、智能、绿色重
卡生产基地，产品工艺达到国际一流水
平，主要生产“黄河”品牌高端重卡和全
新一代豪沃TH7重卡，年产能10万辆整
车，可实现收入350亿元、创造税收25亿
元。未来，中国重汽智能网联（新能源）
重卡项目将利用新能源、无人驾驶、人
工智能等技术，将单一、传统的整车产
品升级为新能源、智能网联绿色产品，
把中国重汽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全系
列商用车品牌。 刚组装下线的第一辆新一代黄河重卡。

记者从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为充分发挥以工代训政策作用，以更
大力度支持企业以训稳岗、以训扩岗，日前，济南市进一步扩大以工代训政策补贴范
围，提高对受疫情影响出现生产暂时性困难的企业补贴标准，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最
大限度发挥以工代训政策的扶持作用。

企业吸纳就业以工代
训补贴范围再扩大

本次调整，进一步扩大了
补贴范围。中小微企业新吸纳
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
成员、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
生 (含专科、高职毕业生 )、登
记失业人员、外省及来我省
就业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离校 2 年内技工院校及特殊
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
(新吸纳时间以办理就业登记
或社保登记较早时间为准 )就
业，组织开展以工代训的，按
吸纳人数给予企业每月 5 0 0
元 /人、最长 6个月的职业培
训补贴。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 外 贸 、住 宿 餐 饮 、文 化 旅
游 、交 通 运 输 、批 发 零 售 行
业，补贴范围扩大到大型企
业。企业吸纳就业以工代训补
贴金额不设上限。

困难企业以工代训认
定补贴标准再提升

据悉，此次调整了对受疫
情影响出现生产经营暂时困难
的企业以工代训认定补贴标
准：

2020年1—5月，按照以下标
准认定：企业当月营业收入较
2019年平均值下降50%及以上，
或当月电费、与生产经营直接
相关的其他能源消耗量之一较
2019年相应指标月平均值下降

70%及以上。
2020年6—12月，按照以下

标准认定：企业当月营业收入
较2019年平均值下降20%及以
上，或当月电费、与生产经营直
接相关的其他能源消耗量之一
较2019年相应指标月平均值下
降50%及以上。

对受疫情影响出现生产
经 营 暂 时 困 难 的 中 小 微 企
业，根据以工代训人数给予
企业每月5 0 0元/人、最长6个
月的职业培训补贴，单个企
业在政策执行期内最高补贴
30万元。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外贸、住宿餐饮、文化旅游、
交通运输、批发零售行业，补
贴范围扩大到大型企业，单
个企业在政策执行期内最高
补贴200万元。

以工代训补贴政策执
行，再优化

以工代训政策执行期从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
日，受理期延长至2021年3月底。

对于便利补贴申领方面，以
工代训补贴申领业务以月为单
位，企业可逐月申领，也可集中
申领。对因企业自身原因、无法
提供工资发放银行对账单的，可
采取企业书面承诺方式，提供实
际发放工资的相关证明材料。困
难企业申请以工代训补贴，不再
要求提供上一季度工资发放银
行对账单或其他工资发放证明。

各驻济企业可到所在区县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咨询、办理
相关业务。 如火如荼齐奋斗，美丽乡村靓起来

雪野街道展开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

工行莱芜分行积极组织
“工银融安e信”宣传活动支持以训稳岗，金额不设上限

济南提高受疫情影响困难企业补贴标准

全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本报讯 美丽乡村是美丽
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也应成为
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力点和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头戏。一个鱼
虾绝迹、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
农村，定难承载游子乡愁，更不
可能承载起农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雪野街道认真学习领会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把握良
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
的宗旨精神，着力解决损害居民
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为全面做好人居环境验收
工作，提升村容村貌以高质量的
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提升群众满意

度，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连日来雪
野街道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入攻
坚克难期，包村干部、各村党员、
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整治行动，为
建设美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让新时代的
乡村富起来、美起来，新的征程
已然开启。放眼广阔大地，跨越
千山万水，美丽乡村建设一定会
成为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新诠释，雪野街道也将全
力以赴让人居环境得到更有效
的改善。（通讯员 周扬亮）

本报11月26日讯（通讯员
赵超希）“工银融安e信”是中
国工商银行运用先进的大数据
和信息化技术，自主研发的银行
业首款风险信息服务产品，该产
品集提供基础风险筛查、深度风
险挖掘、专属定制服务为一体，
帮助客户提升风险识别能力，为
进一步加强融安e信宣传，帮助
客户深入了解融安e信，工行莱
芜分行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融
安e信宣传活动。

一、多方联动、共同推进。针
对“工银融安e信”的营销工作，
工行莱芜分行成立营销团队，明
确分工、扎实推进。多渠道、多维
度广泛宣传，并根据客户业务特
点，筛选目标客户、进行精准营
销，满足了客户对上下游客户风
险把控的需求。

二、加强员工培训、提升业
务水平。工行莱芜分行利用晨
会、夕会加强员工学习电信网络
诈骗手段和多样化特征，强化员
工风险防范意识和业务能力。员

工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建立有
效识别客户信息真实性常态机
制，针对“工银融安e信”服务模
式多、应用范围广优势，有效利
用工银融安e信”堵截风险。

三、加强银行阵地宣传、重
点营销。工行莱芜分行精心准备

“工银融安e信”的宣传折页，印
发宣传单、走访企、事业单位、进
社区，介绍“工银融安e信”的功
能和操作方法，一对一讲解，确
保客户深入了解产品，增强客户
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诈骗的能
力，维护客户的切身利益。

四、多形式、多渠道强化宣
传教育力度。利用柜台、门楣、张
贴海报、设置咨询台等形式深入
开展宣传活动；在网点外悬挂宣
传横幅、标语；与公安建立联合
设立宣传点，揭露不法分子犯罪
手法和伎俩，特别提醒客户办理
业务中，主动提示核查本人名下
全部账户信息，若发现异常，及
时处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
范意识。

打造中国智能绿色重卡生产基地
中国重汽智能网联（新能源）重卡项目正式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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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 培训科联系电话

济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66605257

市中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82078416

历下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86952595

槐荫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87955634

天桥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85867591

历城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88066037

长清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87267796

章丘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83214816

济阳区劳动就业办公室 84238931

平阴县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87890726

商河县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84884517

高新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88871613

南山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88112603

先行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66604391

莱芜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76210907

钢城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75873623

莱芜高新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7886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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