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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关于
开展新闻记者证核发情况自
查工作并重申有关规定的紧
急通知》（《2009》299号）、《新
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关于
2009年换发新闻记者证的通
知》、《关于期刊申领新闻记者
证的有关通知》、《关于广播电
影电视新闻单位申领新闻记
者证的通知》要求，我单位《近
报》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
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
已领取或拟领取新闻记者证
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
2018年4月27日——— 5月3日。
举报电话为0531-85051775。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
狄凯、韩军、张金菊、高雯、李
康培、顾佳泉、刘一梦、王忠
丽、史大玮、李婕超、孙璐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劳动
就业办公室获悉，《济南市大
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管理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印发，为优
化大学生创业环境、促进大学
创业实践活动释放一系列政
策利好。

《意见》明确，符合条件且
特别优秀的创业项目，经初审
后，可先在创孵中心苗圃进行
为期不超过6个月的预孵化。
待通过创业导师当期入驻评
审和单位领导研究后，再正式
办理入驻手续。预孵化期间免
收任何费用。

对符合条件且特别优秀
的初创企业，经创孵中心初
审，书面报单位领导同意，可
提前入驻。待通过创业导师当
期入驻评审和单位领导研究
后，再办理正式入驻手续。提
前入驻时间计入孵化期，各项
费用照常交纳。

此外，在市级及以上部门
组织的创业大赛中获得一、
二、三等奖且符合上述条件的
初创企业或创业项目，同等条
件下可优先入驻。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加
大了对创业者的扶持力度，不
分户籍，所有入驻企业三年孵

化期房租全免。除此之外，入
驻企业还有多项优惠政策，包
括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创业

“两项补贴”政策(入驻企业符
合条件的，可按规定申请享受
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岗
位开发补贴)、见习补贴政策、
创业培训补贴政策、岗位补贴
和社保补贴政策。

据了解，创孵中心位于
济南市高新区，建筑面积1万

多平方米，可以容纳近百家
企业入驻。此前的政策是，济
南户籍高校毕业生创业者入
驻创孵中心享受第一年100%
房租减免，第二年享受70%房
租减免，第三年享受50%房租
减免的政策。非济南户籍高
校毕业生创业者在 3年孵化
期内享受的房租减免比例分
别是100%、60%、40%。

据《齐鲁晚报》

23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发布会，邀请省人社厅主要负
责人解读《关于深化职称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据了解，意
见共包括8部分25条措施，破除
职称评价的“硬杠杠”和“玻璃
门”，进一步焕发职称制度的创
造力。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的
人才，贡献突出、业绩显著的，
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

破除论文“硬杠杠”

这次职称制度改革，补齐
了部分系列职称层级设置的

“短板”，对原本无正高级别的
经济、统计、工艺美术等系列设
置正高职称。

改革后，对不同类型专业
技术人才，将分系列修订完善
评价标准和条件，突出对创新
能力的评价。

突出实绩，注重考核工作
绩效、创新成果，增加技术创
新、专利发明、成果转化等评价
指标的权重。

在评价标准上，不将论文

作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
条件。对基层的专业技术人员，
淡化或不作论文和科研成果要
求，侧重考察工作业绩；探索以
专利成果、项目报告、工作总
结、工程方案、设计文件、教案、
病历等成果形式，替代论文要
求；实施代表作制度，重点考察
科研成果、论文、创作作品质
量，淡化数量要求。

基层一线的适当放宽要求

这次职称制度改革，提出
了很多鼓励人才留在基层、服
务基层的优惠政策，将为乡村
基层凝聚起更多急需人才。

“比如，放宽学历要求，科
学设置学历、专业等条件，在乡
镇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人员，
申报职称时，可不受所学专业
的限制。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
的人才，贡献突出、业绩显著
的，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省
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社厅厅
长于富华介绍说。

非乡镇单位专业技术人才

交流聘用到乡镇单位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在现岗位工作1年以
上，经考核符合条件的，可不受
任职年限和职务级别的限制，
申报相应职称。在职称评审时，
对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采取不同
于一般方式的评审，可实行单
独分组、单独评审。

非公领域也能评职称

过去，参评人员主要集中
在事业单位人员和大型国有企
业人员，非公有制企业、海外人
员以及港澳台人员等，参加职
称评审较少。

针对这种情况，意见进行
相应改革。打破户籍、地域、身
份、档案、人事关系等限制，只
要在我省企事业单位工作、与
用人单位建立劳动人事关系的
专业技术人才，均纳入职称申
报评审范围。去年，济南市有
775名非公人才申报了中高级
职称，有358人通过评审，激发
了非公领域的人才发展活力。

据《齐鲁晚报》

山东出台职称改革新政
所有人员享同等职称评审待遇

济南出台支持大学生创业政策
不分户籍，第一年房租全免

济南公交路线调整
K40路部分运行路段调整至
BRT车道试运行

4月21日起，K40路由全运媒
体村开往凤凰路陈家路，线路走
向不变，在BRT车道内试运行的
路段，公交站点由原来的停靠路
侧调整至停靠路中BRT站台，沿
途停靠燕山新居、新泺大街西
口、贤文庄、康虹路、花园东路、
盛福花园、张马屯西等BRT中央
岛式站台，同时撤销原路侧燕山
新居、燕山新居北、奥体中路新
泺大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奥
体中路工业南路（路东）、贤文花
园南区、奥体中路康虹路、奥体
中路花园东路、盛福花园、奥体
中路黄台南路、张马屯西站点，
其他途经站点不变。

BRT-1号线临时调整部分
运行路段

4月26日起，BRT-1号线临
时调整后沿无影山中路向西、
二环西路向南、威海路向西、潍
坊路向北、兴福寺路向西恢复
现运行路段，临时增设匡山立
交桥南、二环西路幸福街、威海
路滨州路、潍坊路兴福寺路（路
西）站点，其中匡山立交桥南站
点停靠路中BRT站台，其余站
点停靠路侧站台；临时撤销匡
山立交桥东、青岛路滨州路、潍
坊路青岛路（路西）、青岛路潍
坊路（路南）、潍坊路兴福寺路

（路东）站点。

K27路、42路、76路临时调整
部分运行路段

4月26日起，K27路、42路、76
路临时调整部分运行路段。

K27路临时调整后沿兴济河
西路向南、张庄路向西、二环西
路向南、经六路向东恢复线路，
临时撤销段兴西路张庄路（路
西）、段兴东路张庄路（路东）、省
立医院西院、兴济河商城站点，
临时增设张庄路段兴西路（路
北）、森林公园、张庄、孔村小区、
经六路段兴西路站点。

42路临时调整后沿营市街
向北、经六路向西至二环西路
路口调头返回，临时撤销兴济
河商城、省立医院西院、段兴西
路张庄路（路西）、段兴东路张
庄路（路东）站点，临时增设经
六路段兴西路、孔村小区站点。

76路临时调整后沿张庄路
向西至段兴东路路口调头返
回，临时撤销段兴西路张庄路、
省立医院西院、闫千户一区、闫
千户小区站点。

为奥运喝彩——— 奥林匹克
艺术博览会城市系列展
时间：4月28日-5月18日
地点：山东美术馆一楼、二楼

萌卡同人祭漫展
时间：4 月 30 日-5 月 1 日 9:30
地点：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票价：50元

创意美工坊
藏在诗词里的创意手工
时间：4月29日10：00
地点：济南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老馆三楼

“会说话的绘本”
《好饿的小蛇》
时间：4月29日10:00
地点：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二楼（英雄山路233号）

《城市化进程中大遗址的
保护与利用》
时间：4月28日9:30
地点：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教育讲座—
《 2018 高考“语数外”考前
名师指路 亮剑高考》
时间：4月29日9：00
地点：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
心（省图书馆总馆二楼北侧）

大型民族歌舞剧《白莲》
时间：4 月 29 日 19:30
地点：山 东 省 会 大 剧 院 歌
剧厅
票价：20-280 元

音乐剧《国之当歌》
时间：5 月 4 日 15:00、19:30
地点：山 东 省 会 大 剧 院 歌
剧厅
票价：20-280元

制图/顾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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