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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是全区重点项目、重点工作的落实落地

年，区教体局围绕教育高质量发展主题，聚力推进改

革攻坚，着力补足发展短板，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以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区为抓手，加大学校建设力度，新建改扩建 22 处中

小学和幼儿园，增加学位有效供给。强化师资队伍建

设，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继续开展赴“双一流”

及省属重点师范高校校园招聘工作，提高队伍素质水

平；加强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建设，发挥辐射带动作

用，引领全区校长和教师快速成长。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实施集团化办学、联盟办园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覆盖面；全面接轨“强基计划”，抓好教学和精细化

管理，保持高考成绩在省市领先位置。提高教育服务

效能，做实做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开展“拉网式”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校园安

全；更新 9 处镇街健身设施，打造市民身边的“8 分钟

健身圈”。

（王功修）

教育体育局

改革攻坚 补足短板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2 月 20 日，我区市场采购贸易

试点正式运行满月。首月我区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共完成出口货物 1639

票，出口货值 8.7 亿元，国际市场

遍布 97 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备案

主体 377 家，实现首月业务“开门

红”。

    去年 9 月份，国际商贸城获批

开展市场采购贸易试点，今年 1 月

20 日，试点正式运行。疫情形势下，

为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业务顺利

开展，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设置

咨询专线、发放市场采购办事指南

等方式，对商户、贸易公司等市场主

体开展“一对一”指导。以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申报出口的商品，可享受

海关 24 小时全程电子通关、简化申

报、预约通关、快速验放等便利化

举措。

    “一听说自家门口的海关也开

始试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以后，我

们就积极参与进来。”国际商贸城

商户杨晓菲说，“为我们这样的个

体经营者提供了良好的出口渠道，

不仅能免增值税，而且出口手续也

方便快捷。”像杨晓菲一样，被市

场采购贸易方式惠及的商户还有

很多。

    作为当前国家培育发展的对外

贸易新业态之一，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具有准入门槛低、出口通关快、增

值税免征不退、允许多个主体收汇

等政策优势。在这种贸易方式下，

小批量交易行为可以在法律允许下

顺利申报出口，充分满足了个体商

户们的出口需求。

    数据显示，五金零件、塑料制

品、鞋靴等支柱产业商品，在市场采

购出口商品中位居前列。下一步，

即墨海关将结合区域性经济发展特

色，增强市场对外贸的服务功能，驱

动区域性生产企业转型发展，引导

包括电商、金融、物流等多业态在试

点集聚，推动建立更加开放、繁荣的

商贸生态系统。 （王会杰）

出口货值 8.7 亿元 遍布 97 个国家和地区

我区市场采购正式运行首月“开门红”

    日前，区司法局结

合工作实际，广泛开展

防范非法集资法治宣传

活动。工作人员深入街

头、社区，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现场咨询等形式，

近距离为群众详细介绍

非法集资类犯罪常见种

类、作案手法，特别加强

对老年人、外来务工人

员等重点人群的宣传。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

料 200 余份，接受群众

咨询 20 余人次。

（宋朋朋 蒋亚文）

    近日，“雨水”已至，气温回升，各项农事开始提上

日程。在田横镇西坦村的南山农业园内，工人们正忙

着为草莓摘除老叶、黄叶和水平生长叶，疏花疏果，以

增加通风透光性，减少病虫害发生。园内蔬菜种植工

作人员也陆续到岗，开始春耕、备耕，忙生产。

    据悉，南山农业园占地约 70 多亩，共有 6 个种植

大棚，其中 5 个为蔬菜种植棚，1 个为草莓采摘棚。

棚内种植了西红柿、黄瓜、芸豆、尖椒等各种绿色蔬

菜。目前尖椒、芹菜等蔬菜日渐成熟，随着气温不断

回升，不久便可种植露天蔬菜。

    “通常棚内温度保持在 26 ℃左右，采用滴灌浇地

技术，既节约用水还能防止冬季高湿环境蔬菜病害，

有效控制杂草生长。最重要的是，可以为蔬菜生长提

供稳定的水分。”管理人员李文本介绍，“我们每周五

收菜，主要销往李沧区和棘洪滩等地，月销量约在

6000 斤左右，去年年销售额达 16 万元。通过果蔬种

植，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

    据了解，近期，南山农业园蔬菜种植工作人员已

陆续到岗，开始春耕、备播，为接下来采苗、大田种植

做准备。

（综合）

“雨水”已至

果蔬种植春耕忙

    区发展和改革局春节前顺利完成 2020 年 6 家物

流企业提档升级共计 210 万奖励资金拨付工作。

   根据《关于加快物流业发展的意见》和《即墨市加

快物流业发展实施细则》文件精神，区发展和改革局

优化办理流程，通过对每家企业单独指导，“企业只跑

一次”的方式，以电子文件受理审核，纸质文件邮递等

方式，会同区统计局、镇街和财政局，顺利完成审核工

作。审核通过的拟奖励企业名单经区政务网公示完

毕，区政府同意拨付后，区发展改革局党组会议迅速

研究通过，于春节前将 6 家物流企业提档升级共计

210 万奖励资金拨付完毕。

（娄丛聪）

我区拨付 6 家物流企业

提档升级奖励金 210 万
    “青岛狄罗兰服饰有限公司招

聘财务经理，月薪 5000 到 6000 元，要

求责任心强，有熟练的财务管理经

验。”“青岛德顺诚药业连锁有限公

司招聘财务专员，月薪 2500 到 5000

元，可接受应届毕业生……”2 月 19

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

的“春风行动”线上招聘活动启动，

第一场“直播带岗”线上招聘活动通

过“掌上即墨人才网”平台同步直

播，仅 1 小时便吸引了 10 万余人点

击观看。

    为进一步服务全区产业发展和

企业用工，推进我区各类城乡求职

人员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按照省、

市人社部门“春风行动”的统一部

署，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保证企业招

聘和劳动者求职顺利开展，我区春

节前后暂停举办线下各类现场招聘

活动，改为线上招聘。

    “春节假期后是企业招聘和劳

动者求职高峰期，大年初七企业陆

续开工复产，对劳动力人才的需求

量也会持续走高。”区人力资源市场

服务科长姜吉良介绍，为提前做好

应对，春节假期前，区人社局通过

“互联网+”方式，收集有用工需求的

企业及岗位信息，及时提供专项对

接服务。在摸排企业用工需求的同

时，制订 2021 年“春风行动——— 墨

城线上招聘月”活动方案。

    “因受疫情影响，暂停开展线下

招聘活动，我们便以‘即墨人社’微

信公众号为主阵地，依托即墨交通

广播电台、‘掌上即墨人才网’‘青岛

名硕人力资源’等多个平台，多渠道

多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企业招聘信

息，组建专业团队开展线上‘直播带

岗’招聘活动，全力抓好劳动力推荐

工作。”姜吉良表示，线上招聘月开

启后，“即墨人社”微信公众号首场

网络招聘会推送首日，便有 3000 余

人次浏览。2 月 19 日首场“春风行

动”直播招聘会，共提供 1500 余个

岗位。

    19 日晚，记者登录网络招聘平

台，在直播间看到主播于帅帅、宋美

杰逐一摊位直播着各企业求职信

息，并不时回答求职者提出的各种

问题。

    “线上招聘活动在求职者和企

业之间搭建供需平台，为用人单位

的开工复工提供保障，也为求职人

员实现就业提供服务。平均每场线

上招聘活动能吸引 10000 余人次关

注。”姜吉良说，很多企业通过线上

招聘会解决了用工荒的难题。

    “公司现在通过线上招聘，能更

加有效地匹配公司需要的优秀人

才，公司近几天已经收到了 100 多

份投递简历，正在与各应聘者沟通，

安排了 60 多次的面试。线上招聘

会比线下招聘会快捷明了，更大程

度地满足了我们的招聘需求。”青岛

信光游艇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乐英

说道。

    据了解，我区“春风行动”线上

招聘活动计划举办线上招聘会 176

场，来自全区服装纺织、机械电子、

新型材料等多个行业的 2600 余家

本土企业，提供了 20000 余个就业

岗位。

    “我之前都是在人才市场找工

作，突然在朋友圈看到线上招聘会

的宣传，就点进去看了一下，没想到

可选的工作岗位非常多，已经投递

了 9 份简历，约了 6 家企业面试。

线上招聘会的效率太高了。”一位求

职者的留言这样写道。

    “我们正积极疏通各类用工信

息发布渠道，扩大岗位信息宣传范

围，方便企业和求职者直接沟通。”

姜吉良表示。此外，我区也积极发

挥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力量，

鼓励有用工需求的企业自愿选择与

人力资源机构直接对接洽谈，多渠

道招纳用工。3 月份开始，全区在

继续做好线上招聘活动的同时，将

同步开展线下招聘活动，坚持公共

就业服务“不打烊”。 （王静）

“线上招聘＋直播带岗” 公共就业服务“不打烊”
我区百场线上招聘活动提供 2 万多个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