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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我省对换发新版新闻记者证是
如何安排的？

党招应 ：做好新版新闻记者证换发工
作， 对加强新闻采编队伍管理意义重大。
省厅高度重视，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要求，及时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 2014
年新闻记者证换发工作的通知》， 对换发
范围和条件，需提交的材料，换发和审核
工作流程、换发时间作了明确规范，并对
做好新版记者证的宣传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 目前，我省新版记者证的换发工作
正在扎实有序进行。

记者：申领条件包括哪些方面？
党招应：凡持有 2009 年版新闻记者证

的新闻记者和符合申领条件的采编人员
均可通过所在新闻单位提出申请。 换发新
闻记者证的人员须同时具备 5 个条件：一
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新闻纪律，遵守新
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二是具备大学专科以
上学历并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
定的新闻采编从业资格；三是在新闻机构
编制内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或经新闻机构
正式聘用从事新闻采编岗位工作且具有
一年以上新闻采编工作经历；四是 2014 年
新闻采编人员岗位考试成绩合格或符合
免考条件；五是与新闻机构签订保密承诺
书和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

“保密承诺书和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
议”指新闻机构按照《保守国家秘密法》
《劳动合同法》和《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
为信息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与新闻采
编人员签订的保密承诺书和职务行为信
息保密协议。 保密承诺书和职务行为信息
保密协议要明确新闻采编人员职务行为
信息的权利归属、 使用规范和违约责任，
要求新闻采编人员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

家利益，未经本单位允许不得随意发布职
务行为信息，不得利用职务行为信息牟取
非法利益。

记者：哪些人员不能换发 2014 版新闻
记者证？

党招应 ：不能换发新闻记者证的人员
有 4 类：新闻机构中党务、行政、后勤、广
告、 工程技术等非采编岗位工作人员；新
闻机构以外的工作人员，包括为新闻单位
提供稿件或节目的通讯员、 特约撰稿人、
专职或兼职为新闻机构提供新闻信息的
其他人员；教学辅导类报纸、高等学校校
报工作人员以及没有新闻采访业务的期
刊编辑人员； 有不良从业记录的人员，被

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吊销新闻记者证
并在限制从业期限内的人员或者受过刑
事处罚的人员。

记者：如何申领 2014 版新闻记者证？
党招应 ：此次全国新闻记者证换发工

作， 由新闻机构统一提交书面申报材料，
包括：新闻单位的《领取新闻记者证登记
表》；申领人的《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情
况表》；申领人的保密承诺书复印件；申领
人的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复印件；申领
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申领人的毕业证复印
件；申领人的职业资格证复印件，职业资
格证是指 《新闻采编从业资格培训合格
证》《全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

试合格证》《全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资格
考试合格证》《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或
《播音员主持人证》中的任一种；申领人
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记者：换发 2014 版新闻记者证是否收
费？ 这项工作具体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党招应 ：根据有关规定，新闻记者证
由总局统一印制，并按照程序申请、审核、
打印并发放，不收取任何费用。

我省本次统一换发新闻记者证工作，
于 2014 年 8 月 1 日开始 ，10 月 30 日结
束。 新闻记者证换发期间，旧版新闻记者
证可以继续有效使用。各新闻机构应在 10
月 30 日前完成新闻记者证的换发工作。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于 10 月 30 日通
过中国记者网统一注销未换发的新闻记
者证，旧版新闻记者证将全部作废。

记者：如何开展审核和换发工作？
党招应：首先，新闻记者证审核换发工

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严格把关的原
则。 我省新闻记者证换发工作由省文化新
闻出版厅统一负责；其次，统一销毁旧版新
闻记者证。 各报刊新闻机构负责统一收回
旧版新闻记者证并上交我厅； 广电系统新
闻机构旧版记者证由省广播电视局统一收
回集中上交我厅统一销毁；再次，报刊新闻
机构经主管部门审核所属新闻采编人员资
格后向我厅申报, �经总局批准后到我厅统
一领取新闻记者证； 广电系统新闻机构经
主管部门审核所属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后，
经省广播电视局审核后统一向我厅申报，
经总局批准后到我厅统一领取新闻记者
证； 经批准在我省设立记者站的新闻采编
人员资格由其新闻机构审核， 主管部门同
意，经我厅核准，由派出记者站的新闻机构
向有关发证机关领取并发放。

迁址公告
因工作需要， 永诚财险青海分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 日搬迁至

新办公地点。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 18 号神力大厦 10 层（西门

口王府井百货 B 座向东 50 米）
电话：0971-6283123-7124��传真 0971-6283499���邮编：810000�
电话营销：10108800���网络营销：www.alltrust.com.cn
公司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保监局批准的其他业务。
由于业务需要，公司长期招聘业务销售人员及销售管理人员。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2014 年 9 月 3 日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我省今年高校招生结束

专科三个批次占招生人数近一半
本报讯（记者 陈俊）“对普通专

科批次考生，只要填报了志愿、服从
调剂且符合招生学校条件的都有学
上……”8 月 29 日，省招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说。

今年，我省专科招生包括提前专
科、普通专科、省内高职院校面向青
南四州及“两化”艰苦地区专项专科
计划三个批次，实际录取 1.58 万人。
全省实际录取 3.55 万人， 仅专科三
个批次录取人数几乎达今年高校招

生人数的一半。
为满足广大考生上好学、能就业

的愿望，今年我省对热门院校或就业
前景较好的专业适当进行了扩招，同
时对就业较差的专业或院校严格控
制招生规模，不予接受扩招计划。

今年我省专科阶段，医疗、师范、
建筑、能源类院校或专业顺扩人数较
往年有一定增加。在专科阶段招生过
程中，省招办坚持改革导向，采取多
项举措支持服务高等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 单独自主招生院校由 7 所增加
到 10 所。 省内高职院校单考单招
1800 余人、对口高职 570 人、五年直
升班 361 人， 约占年度总计划的
7.4%。对省内新组建的西宁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首次
招生给予了全力支持，这两所学校的
文科在专科线下 40 分建档、 理科在
专科线下 50 分建档， 尽可能扩大生
源范围，目前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超额完成了招生计划。

西宁中油燃气招聘

一、招聘岗位
1、客服维修员 15 名；天然气输配工 10

名；管网巡查员 10名；加气工 15名。
任职要求：20 至 30 岁，男，技校、中专以

上学历，有一定设备、机械维修工作经验者及
城市燃气输送、城市燃气工程专业优先考虑。

2、会计 2名
任职要求：23 至 40 岁；男，会计专业

大专以上学历，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具
有企业财务会计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

3、网络、系统管理员 2名
任职要求：23 至 40 岁，男，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计算机工程、通信工程、仪表自动化

等专业，熟悉 PLC编程，C语言，C++。
二、福利待遇
入职即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公司办理五

险一金，入司一年以上提供带薪休假，薪酬面
议。

公司网址：www.qzgas.com��
微信公众平台：xnzyrq
公司地址：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 9号

水务大厦 17楼
联系电话：6139458-�8020�

�����������������������（人力资源部）
邮 箱：839885368@qq.com
联 系 人：吴老师

西宁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天然气工程建设、设计、施工、天然气供输管理、燃
气调压设备制造、LNG生产、CNG加气站经营等业务。 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认
证，HSE 管理体系认证，连续九年被省政府授予“青海省上缴税收先进企业”、被市政府授
予“西宁市上缴税收大户”、连续八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家安督总局评为“全国‘安康
杯’竞赛优胜企业”，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和青海省第六届优秀企业等多种荣誉。

从 8 月 1 日开始，我省新闻机构开始统一换发 2014 版新闻记者证。 此次 2014 版记者证的换发范围是什
么，申领记者证需要具备哪些条件，2014 版记者证又将如何发放？ 就这些备受业界关注的问题，记者采访了
负责此项工作的省文化新闻出版厅新闻出版管理处负责人。

我省 10 月底前记者证换发到位
对话人物：省文化新闻出版厅新闻出版管理处处长 党招应
对话记者：姚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