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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荣成资讯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荣成市招才引智再出新政
本报荣成1月7日讯 (通讯员

张耿 ) 近日，荣成市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荣成市
科技创业人才支持计划实施细
则》《激励引导大中专毕业生聚
荣就业创业实施意见》《荣成市
人才公寓建设使用管理办法》，
聚力招才引智，更好地支持我市
高质量发展。

《荣成市科技创业人才支
持计划实施细则》确定，我市重
点支持各类人才在我市创办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
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医养健
康、节能环保、现代高效农业

(含海洋农业)等科技型企业，并
在项目资金、运营成长、购置或
租赁办公场所等方便予以大力
支持。我市对创业企业类高层
次人才和企业须具备的条件作
出详细规定。创业企业类高层
次人才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
拥有创办企业转化的核心技术
的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好的
发展潜力并具有完备的产业化
条件；二是在国内外高校、科研
院所担任相当于副教授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或具有海内外自
主创业经验，熟悉相关专业领
域，或曾在知名企业担任中高

级职务，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
精神、市场开拓和经营管理能
力；三是为创业企业的主要创
办人且为第一大股东，股权比
例不低于总股份的30%。创业企
业须具备的条件为：在荣成行
政区划内落户注册，拥有核心
技术的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
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
的范围，已处于中试或产业化
阶段，有清晰的商业模式，具有
良好的市场效益前景；拥有目
标一致、结构合理、合作紧密的
创业团队；企业成立时间一般
为 5 年以内，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企业注册资金与实际到位
资金均不低于100万元，或上年
度 企 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不 低 于
300万元。

一系列举措旨在通过引进
培养高层次科技创业人才，促进
科技成果产业化，培育一批高成
长性科技型企业。

为聚集更多优秀大中专毕
业生来荣就业创业，《激励引导
大中专毕业生聚荣就业创业实
施意见》确定，全日制大专生也
可享受工作津贴。其中，毕业生
参加市级重点企业和新上市级
重点项目，在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举办并经人社部门备
案的集中招聘活动(一次性招收
20人以上 )给予相应补贴。对来
荣创业的毕业生，我市通过发放
创业补贴、金融支持、租赁补贴
等方式，减轻毕业生创业负担。

此外，我市还出台了《荣成
市 人 才 公 寓 建 设 使 用 管 理 办
法》，专门为各类人才提供过渡
性周转公寓居住。人才公寓租赁
适用面积标准可结合人才层次、
实际贡献、引进时间等因素，按
照人才层次类别对应人才公寓
适用标准，进行人才公寓的分
配、周转使用。

营造良好引人用人留人环境
本报荣成1月7日讯(通讯员

李忠芸) 1月3日，荣成市委书记
包希安先后到哈尔滨理工大学荣
成学院、威海海洋职业学院、威海
技师学院调研。市委常委、市委办
公室主任刘熙军参加活动。

在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学
院，包希安察看了大学生创新创
业学院、3D打印协同创新中心等
处，详细了解双创工作、中心建设
运行等情况。在威海海洋职业学
院，包希安察看了船舶实训中心、
增材智造创客中心、大学生双创
孵化基地等处，听取了技术人才
培养、项目运营、市场前景等情况

介绍。在威海技师学院，包希安察
看了威海智能制造培训基地，询
问了学校学科建设、毕业生就业
等情况。

调研中，包希安充分肯定各
院校多年来的办学成就，感谢他
们为支持荣成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的积极贡献。他指出，各院校在优
化营商环境、服务地方发展中承
担着重要使命，尤其是在提高荣
成知名度、为企业培养输送人才、
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市委、市政府将继续加大对各
院校的支持力度，各级各部门要
重视高校教育发展、重视人才工

作，开阔思路、精准发力，准确分
析我市用人需求，制订有针对性
的方案，跟踪人才政策落实落地，
营造良好的引人、用人、留人服务
环境。各院校要结合荣成发展实
际，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企
业需求深度对接，推动科研成果
转化，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更
多创新型、实用型人才，助推荣成
高质量发展。要加大对我市人才
政策和良好环境的宣传力度，坚
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让更
多人了解荣成、爱上荣成，留在荣
成创新创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荣成首条公路隧道全线通车
本报荣成1月7日讯(通讯员 杨志

礼) 2019年12月31日，山东省荣成市
石岛管理区环山路公路隧道，车辆顺
利穿过。当日，山东省荣成市首条公路
隧道，历经31个月的紧张施工，全线竣
工正式通车。

荣成市石岛环山路建设工程是为
缓解石岛老城区交通压力，适应城市
建设发展而实施的重大城建民生项
目。南段道路总长850米，2016年8月完
工通车；北段隧道全长1310米，自2017
年5月份开始掘进。隧道双洞双车道，
最深处距山顶180米。环山路全线通
车，有效缓解百年老渔港、商港、商埠
交通压力，解决石岛湾畔山区居民通
行难题。

2020年社保费征缴全面启动
本报荣成1月7日讯(刘晓波

张科) 按照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威海市医疗保障局《关于
2020年度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威人社字【2019】
86号)文件要求，我市已全面启动
2020年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

文件规定，2020年度参保企业
和城镇无雇工个体工商户等灵活

就业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工伤
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
险费继续实行同步申报、同步征
缴，执行统一缴费基数。企业职工
按照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申报社会
保险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
缴费基数暂按3550元至17750元执
行，灵活就业人员在公布的缴费基
数范围内，自行选择缴费基数。山

东省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公布
后，将按照省公布的标准“保底封
顶”执行。

灵活就业人员集中缴费期为
1月1日至4月30日，可通过社保
终端机或威海人社手机APP进行
缴费，请合理安排缴费时间。参保
单位可通过网上业务系统或社保
终端机进行缴费。

村民志愿服务，村里更整洁！

村 庄 环 境 卫 生 更 整 洁
了——— 这是发生在荣成市东山
街道八河孔家村“新鲜事儿”。从
2019年2月起,这个村取消设置
了8年之久的保洁员,将近一年
下来，村庄环境卫生保持得干干
净净，村民的精气神也提起来
了。

八河孔家村有118户 ,321
人。从2011年起,村里设置3名保
洁员,负责清扫村内主要道路，
由村集体支付保洁员的工资。

近年来,随着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开展，八河孔家村志愿者队
伍不断壮大,目前登记人数达到
43人。村里决定，由村干部和党
员带头，发挥志愿者的力量，把
村子的环境卫生管起来。2019年
2月,村里正式取消了保洁员,同
时把全村划分为4个卫生片区,
每个片区设置1名小组长,由村
干部担任。日常卫生,由片区组
长带着部分党员或志愿者维护;
每隔10天左右,村里组织党员、
志愿者等对村庄主要道路和活
动广场进行一次集中大扫除。为
了调动志愿者的积极性，村里专
门设计激励制度：志愿者每次参
加卫生清扫等集体活动都有相
应的加分;村里还专门设立诚信
基金,每个季度会有相应奖励。

从2019年4月起,八河孔家
村开始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村里
为每家每户配备了2只垃圾桶，
生活垃圾按照可燃烧、不可燃
烧、有害和可回收4大类投放。村
里在活动广场旁边设置了垃圾
回收点。“根据村民生活习惯,设
定了垃圾固定投放时段。收集点

每天都有一名村干部值班,检查
村民们的垃圾分类是否合理。几
个月下来,村民不仅能把垃圾分
好类,还明白应该咋投放。”村支
部书记王浩说。

为鼓励督促群众尽快养成
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村里又使出
了“征信管理”这个“法宝”。1月6
日，在八河孔家村村委办公室，
王浩拿出了《垃圾分类检查表》，
上面标注着村民每天倾倒垃圾
的检查情况，并分为“好、一般、
差”三个档次。依照张贴在村内
广场的《八河孔家村垃圾分类及
卫生考核管理检查制度》，“好”
可获征信积分1分，而“差”则“第
一次告知，第二次扣除征信积分
1分，第二次扣除征信积分2分，
以此类推。”

“咱倒是不在乎那点奖励，
主要是分扣多了，面子上过不
去。平时有什么垃圾,再也不乱
丢乱放。”村民王本初说。

作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试点市，荣成的“信用
管理+志愿服务”模式在农村落
地生根，农村各类志愿小分队达
到1600多支，农村注册志愿者达
8万多人。在此基础之上，在荣
成，已经有71个村像八河孔家村
一样取消了专职卫生保洁员，村
内的环境卫生完全由志愿者清
理管护，有162个村开展了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村级志
愿服务队伍活跃在农村环境整
治的一线，清扫卫生、搬运垃圾、
拆除私搭乱建，村容村貌变得更
加整洁。

(李钟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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