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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申请名单今起公示
这是 2010 年度第一批公示名单，公示期间市民可继续申请

本报 11 月 10 日讯(见习
记者 张倩 王参) 10 日，

记者从东营市住房发展中心

获悉，2010 年度符合保障性

住房申请条件的人员名单从
11 日开始公示，为期 15 天。

公示期间，有保障性住房需求

的符合条件的居民仍可继续

申请。

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今年的住房保障
申请从 6 月份就开始了，经过

近 5 个月的申请和材料审核，

第一批申请名单将从 11 日起
开始公示。公示将在各个街道

办事处张贴，并在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上发布。

住房发展中心的王主任

介绍，今年住房保障方式包

括廉租房货币补贴和实物配

租、经适房货币补贴。申请条

件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

17050 元；无住房或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方米(不

含)；具有城市居民常驻户口

满 1 年(廉租住房保障)或 3

年(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年

满 35 周岁且符合上述条件
的单身无房人员也可申请。

“从 6 月份开始，我们就在社

区张贴公告，并在各个主要

市直单位召开了会议，告知

住房保障开始申请的情况，

并给各单位邮寄了通知书。

后来，我们还跟联通和移动

公司合作，通过短信的形式

发布消息，目的就是尽快通

知每个人，让有需要的居民

尽早提出申请。”

记者从住房发展中心了

解到，满足申请条件的居民如

果要申请住房保障，需要牢记
申请程序。“有很多居民没有

看清申请程序，来了之后材料

不全，要多跑好几趟，希望大

家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申请，有

疑问可以进行电话咨询。”王

主任说。

今天开始降温

最大风力 7 级

本报 11 月 10 日讯(见习记者

郝文杰 通讯员 曹连峰) 人

口普查入户登记工作 10 日结束，

东营共有 200 多万人接受了人口

普查。11 日到 15 日是人口普查进

入复查阶段，未接受普查的市民赶

紧拨打电话或到附近人口普查点

进行申报。

据了解，从 11 月 1 日起，10

天的人口普查入户登记工作于今

日结束。东营市共有 200 多万人，

70 多万户接受了入户登记。

从 11 日到 15 日，人口普查将

进入复查阶段。复查工作将检查普
查小区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是否
有重漏，户数、人数、出生人口、死

亡人口是否准确，检查普查表中每

个项目是否有错漏，各项目之间的

逻辑关系是否合理等问题。东营市

人口普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将通过审核、抽查、比对等方
式对入户登记信息进行复查。在复

查中如果发现有疑问，需要继续入

户核实信息的，他们将继续入户登

记。

工作人员特别提醒：截至 10

日，还没有被普查到的市民，应赶

紧拨打人口普查办公室电话 0546

-8307499 或到附近的人口普查点

进行申报。

人口普查入户登记工作昨结束

东营 200 万余人接受普查

中信东营分行昨开业

本地首家代理使馆业务

本报 11 月 10 日讯(见习
记者 郝文杰) 10 日上午，

中信银行东营分行开业，东营

又多了一家“财神”。开业当

日，中信银行东营分行各项存

款合计 38 亿元、贷款合计 14

亿元。

据了解，中信银行东营分
行成为黄河三角洲开发上升

为国家战略后第三家入驻东

营的股份制银行。是中信银行

济南分行第三家异地分支机

构。

中信银行东营分行是东

营首家代理使馆业务的银行。

市民办理美国、德国等 13 个

国家的签证时，中信银行提供

签证代邮递业务。

在中信银行东营分行的 3

楼有一个特殊的部门——— 私

人银行。在私人银行里，按照
客户的不同喜好，分别有不同

的装修风格，还专门为女士设

置了专用区。

本报 11 月 10 日讯(见习
记者张大宁 通讯员 陈秀
生) 10 日，记者从东营市气

象台了解到，受北方冷空气影

响，东营 11 日开始降温，陆地

风力最大可达 7 级，预计海上

最大风力可达 10 级。

据了解，11 日，气温虽然

不是很低，但是风力很大，因
此市民可能会觉得寒冷。气象

台发布海上大风警报，气象专

家提醒海上作业的单位要注

意防风。

12 日早上可能会出现霜

冻，白天气温较低，市民要注

意防寒保暖，不过这次天气变

化很快就会过去，12 日晚风
力将逐渐减小，气温也会回

升。

未来两天具体天气预报

为：

11 日晴转多云，气温 7℃

～ 13℃，西南风转西北风 3 ～

4 级转 4 ～ 5 级，阵风 7 级，海

上风力 5 ～ 6 级转 7 级，阵风
9 ～ 10 级。

12 日多云转晴，气温 3℃

～ 15℃，西北风转西南风 3 ～

4 级，海上风力 7 级，阵风 9 ～

10 级转 5 ～ 6 级。

1 . 申请人需向其户口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或者户主所
在单位提交书面申请；

2 . 由社区居委会在 15 日内对申请人所提供的材料
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进行公示，公示后提交所在的街
道办事处；

3 . 街道办事处要在收到材料 10 日内对申请家庭情
况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后报送住房保障部门；

4 . 住房保障中心将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情况进行全

市公示，对经公示无异议的，发给居民《保障证》。

咨询电话：8319685

“向日葵”太阳能
10 日下午 2 点，五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大二在校生正在操场上试验他们刚发明的装置——— 基于跟踪式

太阳能供热的半导体温差发电装置。陈晨告诉记者，这个发电装置完全是他们自主研发的，可自主追踪太阳光

线，预计 12 月初完成，并且是全国首创。图为小组成员们正在测量阳光焦点温度。

本报见习记者 王参 吕增霞 摄影报道

研究生考试报名

现场确认昨开始

本报 11 月 10 日讯(见习
记者 李沙娜) 10 日，201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
考试报名现场确认在东营教

育局进行，第一天就有 600 余

名考生到现场确认网报信息。

9 时许，在教育局大厅，记
者看到，等待确认信息的考生

已经从一楼开始，“一条龙”式

顺楼梯蜿蜒地排队等待了。正

在排队的孙同学告诉记者，进

行现场确认的地点在三楼，8

点之前就有 150 多人。

东营市教育局招生办办

公室的孟主任告诉记者，为
了给考生节省排队等待的时

间，中午工作人员会给全部

排队等待的考生信息确认完

后再去用餐。据了解，2011 年

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网

上报名结束后，原则上不再

进行补报名，但特殊情况可

由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

构自行确定是否开展补报名

工作。而选择东营市招生办

公室报考点的考生若需补报

名的话，按补报名原则，需到

东营市招生办公室取得校验
码后，才能登录中国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进行补报名，网

报成功后，次日再进行现场

确认。

“青春创业”开通绿色通道
东营市多项措施推动省级创业型示范城市建设

本报 11 月 10 日讯(见习记者

李金金 通讯员 王伟峰) 近

日，东营市创建省级创业型示范城

市工作调度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

2009 年至今全市创建省级创业型

示范城市工作，安排部署下一步创

城工作任务。

据了解，2009 年至今，东营市

共为 14 家企业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1740 万元，为 195 名下岗失业人员

发放贷款 1212 万元。开展“青春创

业”行动，发放创业青年小额贷款
960 万元，扶持创业青年 37 人，带

动青年就业 420 人，争取省专项贴

息项目 8 个。通过开展创业培训，

建立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66

处，提供见习岗位 978 个，培训青

年 2695 名。2009 年以来，全市共开

办创业培训班 70 期，培训 1 . 15 万

人，培养创业带头人 658 人，吸纳

了 1 . 6 万名失业人员就业。

据悉，东营市创城工作将围

绕组织领导、政策扶持、创业培

训、创业服务、工作考核“五个体

系”建设，从创业资金扶持、创业

项目库建设、创业平台建设、创业

能力培训、创业导师服务、创业跟

踪扶持等方面组织工作，解决创

业者在市场准入、项目选择、创业

融资、能力提升等方面遇到的问
题，扩大创业优惠扶持政策覆盖

面和受益人群，为创业者打开“绿

色通道”。

定点培训机构招投标

6 家培训机构入选
本报 11 月 10 日讯(见习

记者 李金金 通讯员 商
海防 王伟峰) 10 日，东营

区定点培训机构招投标会议

在黄河三角洲油地军校就业

联动服务中心召开，东营职业

学院等 6 家培训机构中标。

据了解，为规范提高就业

与创业能力培训工作，10 日上

午，东营区定点培训机构招投

标会议在黄河三角洲油地军

校就业联动服务中心召开，东

营市职业学院等 6 家培训机

构中标。

◎申请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