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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报名咨询热线：8998434 8241212

赴北京采风、学历史、练沟通、感受红色氛围

齐鲁晚报小记者夏令营

潍坊综合保税区扩大两倍
区域面积由 5 . 17 平方公里扩大到 16 . 37 平方公里

本报 7 月 3 日讯 (记者

周锦江 通讯员 马良秋) 3

日，记者获悉，经潍坊市委、市

政府决定，将潍坊综合保税区管

理的范围扩大。调整后，潍坊综

合保税区管理区域面积由 5 . 17

平方公里，扩大到 16 . 37 平方公

里，面积大了两倍多。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将

青银高速公路以南汶泉发展区的

19 个村庄和高二路以东清池街

办的 4 个村庄，划归潍坊综合保

税区管理；汶泉发展区青银高速

公里以南整建制划归潍坊综合保

税区。调整后的潍坊综合保税区

总规划面积 16 . 37 平方公里，其

中网内保税区 5 . 17 平方公里，

网外产业配套区 1 1 . 2 平方公

里。

据了解，网外产业配套区主

要用于重点安置与网内企业关联

度高的上下游配套项目，产品兼

顾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项目，利用

保税原材料在网外就近加工的项
目，以及科技研发、物流贸易、

商务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形成网

内网外有机结合的科学发展局

面。

潍坊综合保税区管理区域调

整，为综合保税区拓展了空间，

将促进其在推动潍坊市商贸物流

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

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将综合保

税区建设成为加快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圈建设的有力

助推器，推动我市经济社会更好

更快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2 月 23 日上午，潍坊综合

保税区新闻发布会召开，正式对

外宣布： 2011 年 1 月 25 日，国

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潍坊综合保税

区。这标志着山东第一家综合保

税区正式设立，同时，这也是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获批后由出

口加工区转型升级的首个海关

特殊监管区。

2 月份的发布会上提出，

潍坊综合保税区总规划面积

12 . 37 平方公里。其中网内保

税区 5 . 17 平方公里，网外产

业配套区 7 . 2 平方公里。此次

调整后，网外产业配套区面积

比原规划多出 4 平方公里。

寒亭率先进入“社保卡”时代
市直单位和奎文区也将于近日正式启用

本报 7 月 3 日讯(记者

李涛)3 日，记者获悉， 2011

年潍坊市直事业单位计划录用
225 名工作人员，网上报名工

作将于 5 日开始，为期两天，

笔试将于 7 月 16 日上午 9:00-

11:00 举行。

5 日，应聘人员可登陆潍
坊市人事考试(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网站(www.wfrsks.com)进

行网上报名， 14 日— 15 日可

下载、打印《笔试准考证》，

凭此与身份证参加笔试。

应聘人员年龄在 35 周岁

以下，并具有山东省常住户口。

博士研究生年龄可适当放宽。

在读全日制普通高校非应届毕

业生不能应聘，也不能用已取

得的学历学位作为条件应聘。

通过用人单位审核后，应聘人

员在 5 日-7 日办理网上缴费

手续，笔试考务费为 40 元。

笔试根据专业不同，分为
综合、卫生和教育三大类，各类

均考一门。达到笔试合格分数

线的应聘人员，根据招聘计划

和招聘岗位由高分到低分按比

例依次确定面试人选：相同岗

位招聘计划在 10 人以下的，按
1：3 的比例；10 人(含)以上的，

按 1：2 的比例(其中招聘计划

为 10-13 人的，进入面试人员

统一确定为 28 人)。

潍坊市教育局所属潍坊一

中、潍坊中学、潍坊七中、潍
坊广文中学、潍坊商业学校、

潍坊聋哑学校的招聘职位采
取先面试后笔试的办法，所

有应聘人员经网上报名、网

上缴费 70 元后统一进行试

讲，根据招聘计划和招聘岗

位由高分到低分按 1 ： 5 的

比例依次确定笔试人选。试

讲的具体时间、地点另行公

布。

潍坊市直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人员工作办公室电话：

0536-8505792 、 8689091 。

潍坊事业单位招考 225 人
5 日至 6 日报名，16 日进行笔试

本报 7 月 3 日讯(通讯员

刘志伟 记者 周锦江)潍

坊市开始陆续启用社会保障
卡，原医保卡停用。3 日，记者
了解到，寒亭区已经率先正式

启用新的社会保障卡，据了解

市直单位和奎文区也将于近日

正式启用。

3 日上午，记者来到寒亭
区潍坊丰华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中心药店，正遇到市民崔晓燕
拿着新启用的社保卡在收银处

结账。她告诉记者，原来医保卡

只能在寒亭区使用，要是到市

里的医院看病开药，还要先自

己支付费用，再拿着相关单据

来寒亭报销，很麻烦。而现在社

保卡的启用，就方便多了，原医

保卡享受的优惠，新社保卡依

然可以享受，关键是社保卡可

以全市通用。

据介绍，从 7 月 1 日起，寒

亭区在全市率先停用原来的医

保卡，正式启用社会保障卡，原

医保卡内的余额已全部转移到

个人社保卡上，参保人员可以

在各定点医疗机构 POS 机上

查询核实自己的账户余额并进

行全市医疗消费。

3 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还有不少市民对于新卡有些不

习惯。寒亭市民董德信老人去

买药，自己还专门抄了一个四

位数的“密码”，发现不对，最后

只得现金结算。工作人员说，新
卡发放都有一个信封，信封中

有原始密码，建议市民最后

重新设定，这样比较安全。

据了解，潍坊市直单位

和奎文区也将于近日正式启

用。

本报 7 月 3 日讯

(记者 庄文石)30 日，记

者获悉，潍坊今年计划培

养 740 名金蓝领，其中技

师 560 人，高级技师 180

人，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参
加考核，免费参加 5 个项

目的技能培训，11 月底完
成培训。

据了解，“金蓝领”培

训，是由政府出资，院校与
企业相结合、脱产与半脱
产相结合的培训形式。参
训人员可在潍坊技师学
院、山东工业技师学校、潍

坊技师学院诸城分院、潍
坊技师学院高密分院和潍
柴高级技工学校免费培

训。培训项目有车工、机修
钳工、维修电工、印刷工和

电焊工等 5 个工种，培训
的时间将不低于 210 课

时。

金蓝领的培训费用由

省、市财政拨付，实行免

费培训。培训期间的生活

由培训基地统一安排，就

餐费由学员自理，住宿由
培训基地免费提供。在完
成 210 个课时的培训后，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将组织统一的考试

考核，合格者将获得技师

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

书和“金蓝领”项目培训

合格证书。

参加技师培训人员

年龄要在 40 周岁以下，

具有高中(技工学校、中

等职业学校)以上文化程

度，取得相关职业高级职

业资格证书 2 年以上。参
加高级技师培训人员年

龄在 45 周岁以下，具有
高中(技工学校、中等职

业学校)以上文化程度，

取得相关职业技师职业

资格证书 2 年以上。

潍坊今年培训740名“金蓝领”

政府出资提供 5 个项目免费培训

按订单采购商品出售“使用权”

潍坊首现“现代租赁”外资企业

本报 7 月 3 日讯

(通讯员 崔德文 张俊

杰 记者 周锦江)3 日，

记者获悉，经山东省商务
厅批复，潍坊市首家融资

租赁行业的外资企业落户

寒亭区。

近日，由香港中益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独资在寒

亭区设立的云顶(山东)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项目获得

了山东省商务厅的批复，

并领取了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该项目是潍坊

市首家融资租赁行业的

外资企业，公司投入运营
后年可实现收益 3000 万
元。

据了解，融资租赁又
称设备租赁或现代租赁，

是指实质上转移与资产
所有权有关的全部或绝

大部分风险和报酬的租

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