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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社厅近日发布《关于开展我
省新职业（新业态）人员职称申报工
作的通知》，根据《吉林省新职业（新
业态）职称评审实施意见（试行）》
（吉人社规〔2021〕5号）规定，结合我
省职称工作安排部署，2021年 11月
1日至 11月 12日，开展我省新职业
（新业态）人员职称申报工作，逾期不
再受理。

申报范围>>
育婴服务、家政服务、直播带货
等人员均可申报

高新技术领域：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管理、智
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
链、集成电路、技术转移转化服务等
产业领域民营企业或自由职业专业
技术人员。

新型经济领域：网络营销、直播
带货等产业领域民营企业或自由职
业专业技术人才；育婴服务、家政服
务、汽车代驾服务、在线教育服务、在
线医疗服务、自营驾驶服务、安全保
卫服务等从事社会服务行业的专业
技术人员。

学历年限要求：本次申报人员
学历年限、任职（聘任）年限、业绩
成果截止时间均为 2020 年 12月 31
日。

层级设置>>
直播带货人员最高可申报正高
级营销师

高新技术领域专业技术资格设置
初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名称分
别为：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和正高级工程师。

新型经济领域营销专业技术资格
设置初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名
称分别为：助理营销师、中级营销师、
高级营销师和正高级营销师。

新型经济领域社会服务专业技术
资格设置初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
级，名称分别为：助理社会服务师、中
级社会服务师、高级社会服务师和正
高级社会服务师。

申报程序>>
从个人申报到证书发放共分
“六步走”

高新技术领域中人工智能专业技术
人员职称申报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进
行。其他新职业（新业态）专业技术人员
职称申报采取现场受理的方式进行。

申报程序：一是个人申报。申报
人员填报《吉林省新职业（新业态）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表》（A4纸正反面彩
色打印）、《吉林省新职业（新业态）专
业技术资格一览表》（A3纸打印）及

《吉林省新职业（新业态）专业技术资
格公示表》（A4纸打印）纸质材料和电
子版材料各1份，相关业绩材料册1份
（纸质和电子版PDF）。

二是单位审核。各单位人事部门
对本单位申报人员相关材料（学历、职
称证书等）真实性进行审核确认，履行
公示程序无异议后，填报《吉林省新职
业（新业态）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汇总
表》加盖公章后直接报送至省人社厅。

自由职业者可通过所在地人才公
共服务机构、人事代理机构、行业性社
会组织等推荐申报，也可由所在行业
协会、商会、学会等社会组织、或由创
业孵化园区推荐申报。

三是审核受理。省人社厅将按照
新职业（新业态）专业技术资格评价基
本标准条件（见省人社厅官网公告栏目
《吉林省新职业（新业态）职称评审实施
意见（试行）》）审核受理申报人员相关
材料。

四是组织评审。由省人社厅组建新
职业（新业态）职称评委会组织答辩评
审。

五是结果公示。由省人社厅对新职
业（新业态）职称评审通过人员进行公
示。

六是证书发放。由省人社厅打印证
书并做好证书和评审表验印、发放工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刘佳雪报道

新闻回放：近日，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从长春市发改委了解到，根据《国
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
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发改
价格〔2015〕2975 号）、《吉林省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吉省
价收〔2016〕129 号）和《吉林省定价目
录》、《长春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条
例》等相关规定，长春市就 12 个路段
道路路内泊位停车收费标准进行了
批复。

为了营造市民良好的出行环境，
引导文明规范停车，助力长春市文明
示范城市建设，有效解决停车难、停车
乱、“僵尸车”占道等问题。按照长春
市人民政府的要求，长春市已于10月
9日启动了首批商圈拥堵路段智慧停
车服务工作，目前总体运营情况良好，
泊位周转率显著提高，道路拥堵情况
明显改善。10月30日，长春市启动了
第二批商圈拥堵路段智慧停车服务工
作的运营管理，共计27个路段的1362
个泊位开始收费。

收费标准没变化>>
参照第一次收费标准
第二批智慧停车服务收费无变化

10月30日上午，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来到长春市桂林路商圈的收费区
域，在自由大路与新疆街交会处附近
的新疆街和西康路收费路段，“城投泊
车”的工作人员早已各就各位，见到有
市民将车停在收费停车位上，“城投泊
车”的工作人员很快走过来，将“智慧
停车、畅行长春”的宣传单和打印出来
的“入场凭证”别在车辆的雨刷器上，
同时提醒市民这里是收费泊位，离开
时不要忘记缴费。

“第一批收费是在10月9日启动，

不知道第二批收费的标准是否有变
化？”记者询问一名“城投泊车”的工作
人员。

“没有任何变化，和第一次收费标
准一样！”“城投泊车”的工作人员回答
道。

停车计费的标准仍然为：根据长
发改收费联〔2021〕309号文件规定，
8:00-18:00（含）计时收费；30分钟内
（含）免费；超过30分钟至1小时（含）6
元；1小时后每30分钟加收3元（不足
30分钟按30分钟计费）；每日最高收
费40元；18:00-次日8:00（含）免费。

收费泊位路段增加>>
第二批商圈拥堵路段
智慧停车服务共1362个泊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与首批商
圈拥堵路段智慧停车服务工作的778
个停车泊位相比，第二批商圈拥堵路
段智慧停车服务工作共有1362个停

车泊位。
据了解，在红旗街区域的3个路段

有121个停车泊位、桂林路区域5个路
段有170个停车泊位、重庆路区域4个
路段有46个停车泊位、站前和黑水路
区域12个路段有838个停车泊位、光
复路区域3个路段187个停车泊位，共
计27个路段1362个泊位。停车泊位
仅供7座（含）以下小型客车及轻型、微
型货车停放。

缴费程序和步骤没变化>>
市民可通过四种方式完成缴费

记者在新增收费停车泊位处体验
到，其车主的缴费程序和步骤仍然和
第一批一样。

市民可通过“城投泊车”App、微
信公众号、支付宝生活号进行缴费，也
可扫描“城投泊车”入场凭证上的支付
二维码完成缴费。

“城投泊车”的工作人员表示，停车
泊位开始收费以后，空余车位的确多了
不少，市民会很容易找到停车位。智慧
停车管理利用信息化科技手段，调节停
车资源供需平衡，整体提高停车运行效
率和资源利用率，努力为市民提供高
效、有序、便捷的停车体验和服务，同时
提倡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减少私家车出
行频率，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营造智慧畅达的交通环境。

“城投泊车”的工作人员提醒广大
市民，停车收费采取智能线上缴费，请
不要向任何个人账户支付停车费，要
及时通过“城投泊车”App、微信公众
号、支付宝生活号完成缴费，避免产生
欠费记录影响您的个人信用。如遇问
题，可随时拨打 24 小时服务电话：
0431-81291234。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摄

我省新职业（新业态）人员
职称申报工作今起开始

直播带货、汽车代驾服务等专业技术人员均可申报

长春市启动第二批商圈拥堵路段智慧停车

光复路、站前和黑水路区域等
1362个停车泊位将实行收费

新疆街附近的收费停车泊位

今年以来，吉林省市
场监管厅坚持高位谋划、高
效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第一时间出台《全面加强吉
林省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
案》，强化顶层设计，提高法
治化水平，健全全链条保护
体系，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强
省建设战略实施。截至9
月末，全省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20883件，同比增长
26.1%；有效注册商标29.6
万件，同比增长21.86%，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在2020年度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检查考核
中获得优秀等次。

组织开展“雷霆2021”
“铁拳攻坚双百战役”、地理
标志监督抽查、“三打一护”
等系列知识产权保护专项
行动，办理知识产权行政执
法案件403件，同比增长
59%，在全省建立181个商
业秘密保护服务指导站（联
系点）和12个商业秘密保
护基地，法院系统办理知识
产权案件7244件，同比增
长74%，检察机关批准和决
定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30件45人，公安机关破获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80
起，缴获侵权商品10万余
件（套），涉案价值5亿余元。

获批筹建中国（吉
林）、中国（长春）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开辟专利快速确
权绿色通道，将使我省发明
专利授权周期由20个月压
缩至3-6个月，实用新型专
利授权周期由8个月压缩
至1个月，外观设计专利授
权周期由6个月压缩至5-7
个工作日，加快提高全省高
价值专利发明创造数量。
率先创建省级知识产权保
护示范区，打造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样板，全面激发创新
活力。率先开展知识产权
保护满意度调查和保护水
平评估，为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提供决策参考。加快建
设由知识产权服务大厦、运
营中心、省市保护中心、法
庭5个载体加50个服务机
构组成的知识产权生态小
镇，打造全省知识产权大数
据中心，为创新主体提供知
识产权全链条“一站式”服
务。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王跃报道

省市场监管厅全链条保护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10月29日，长春市第
一届“创新杯”高价值专
利培育活动颁奖典礼在
长春北湖新区管委会举
行。

去年以来，长春市先
后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运
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
市、中国（长春）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长春市知识产
权工作进入到从追求数
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的新
阶段。“创新杯”高价值专
利培育活动以“提升专利
质量，唤醒专利价值”为主
题，以大赛为平台，深入挖
掘长春市装备制造、光电
信息、医药健康等主导产
业领域的高价值专利，全
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
用，更好保护和激励高价
值专利，加快推进长春国
家区域创新中心建设。

活动举办以来得到
了全市创新主体的积极
响应，共计收集参赛项目

628件。活动期间开展了
高价值专利培育主题培
训、案例分享、高价值专
利评选、高价值专利培育
与挖掘等一系列主题活
动。活动邀请了诸多省
内外知名专家组成专家
委员会，经过初赛、复赛、
决赛的严格评审和激烈
竞争，以长光卫星、吉林
大学为首的60家代表单
位脱颖而出。决赛当天9
个项目同台竞技，比赛环
节精彩纷呈，项目展示环
节各参赛团队采用多种
形式展现酷炫的科技风
采。创新路演环节，各支
参赛团队精彩展示科技
创新项目的技术先进性
与市场竞争力。最终经
评委现场打分，大赛决出
金奖1个、银奖2个、优秀
奖6个，最佳组织奖1个，
单项奖51个，总奖金85万
元。/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 王跃 报道

长春市第一届“创新杯”高价值
专利培育活动颁奖典礼圆满举行

为助力吉林省打造
冰雪旅游金字招牌，抢抓
冬季旅游市场先机，吉林
机场集团积极与行业主
管部门、航空公司联合推
进2021年冬春航季航班
换季工作。

新航季，长春机场计
划周航班量2538架次。
其中，国内2530架次，同
比2019年和2020年分别
增长20.4%和7.2%，日均
航班361架次。预计30
家航空公司运营，计划
开通航线140条、航点70
个，同比增加航线15条、
航点11个。其中，国内
航线137条、通点67个；
国际航线3条，客运开通

至韩国首尔和德国法兰
克福航线，货运开通至
俄罗斯莫斯科全货机航
线。长春机场计划驻场
运力47架，同比增加7
架、环比增加5架。航线
网络方面，每天10班以
上的精品快线5条，分别
为上海、北京、广州、深
圳和成都；每天8班以上
的快线7条，分别为南
京、杭州、长沙、青岛、三
亚、海口和济南；每天5班
以上的准快线10条，分别
为昆明、西安、重庆、厦
门、郑州、天津、武汉、石
家庄、合肥和烟台。

/谭士鹏 城市晚报全
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长春机场执行冬春季航班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