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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合同的农民工将纳入职工医保
促进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
我省出台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鼓励他们多从事家庭服务业

本地·城事
深市(000957-002222)(六)(17 日)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 简 评

000957 中通客车 9 .42 -3 .78 后市难有机会
000958 *ST 东热 5 .72 -1 .38 上下波动都不大
000959 首钢股份 0 .00 .00 .0 停牌
000960 锡业股份 33 .62 -3 .36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961 中南建设 11 .98 -1 .48 有望维持上涨
000962 东方钽业 25 .65 -0 .31 有望维持上涨
000963 华东医药 29 .99 -0 .03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0965 天保基建 10 .49 -1 .22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0966 长源电力 6 .09 0 .66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0967 上风高科 9 .01 -3 .84 延续小幅震荡格局
000968 煤 气 化 25 .25 -1 .02 仍有回落空间
000969 安泰科技 21 .72 -1 .54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0970 中科三环 26 .65 -4 .79 仍将继续调整
000971 ST 迈亚 6 .58 -2 .23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0972 新 中 基 13 .75 2 .15 横向整理，伺机突破
000973 佛塑股份 15 .57 -2 .08 维持小阴小阳态势
000975 科 学 城 8 .56 -1 .38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0976 *ST 春晖 5 .87 -5 .02 可以看空
000977 浪潮信息 24 .11 -3 .83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0978 桂林旅游 13 .30 -4 .59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0979 中弘地产 9 .33 -4 .31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0980 金马股份 7 .58 -2 .45 在小区间内横向波动
000982 中银绒业 14 .30 -3 .70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0983 西山煤电 26 .94 0 .56 仍可继续看好
000985 大庆华科 14 .98 1 .15 可以看好
000987 广州友谊 24 .62 -2 .07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0988 华工科技 22 .70 1 .20 多方强势,仍有上行空间
000989 九 芝 堂 14 .27 -3 .19 仍以横盘整理为主
000990 诚志股份 12 .97 -4 .63 可以看空
000993 闽东电力 13 .70 -0 .65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0995 ST 皇台 15 .61 0 .06 有风险,应谨慎
000996 中国中期 24 .46 -3 .01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0997 新 大 陆 18 .89 -4 .16 不看好
000998 隆平高科 31 .90 -3 .01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0999 华润三九 22 .52 -3 .14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1696 宗申动力 10 .15 -1 .55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1896 *ST 豫能 5 .55 -1 .25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001 新 和 成 31 .64 0 .00 维持上扬格局
002002 ST 琼花 7 .10 -1 .53 将继续小幅震荡
002003 伟星股份 22 .88 -2 .22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004 华邦制药 42 .15 -2 .99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005 德豪润达 19 .40 -1 .02 维持上扬格局
002006 精功科技 60 .60 1 .52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007 华兰生物 42 .48 -1 .23 回调空间较大
002008 大族激光 24 .48 -3 .20 可以看好
002009 天奇股份 17 .60 -0 .73 机会较小,不介入
002010 传化股份 23 .00 0 .09 维持箱体震荡
002011 盾安环境 33 .85 7 .29 继续保持强势,仍将上行
002012 凯恩股份 17 .07 -2 .01 小区间内继续整理
002013 中航精机 29 .20 -3 .88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014 永新股份 16 .67 -30 .25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015 霞客环保 11 .62 -4 .36 仍将继续横向整理
002016 世荣兆业 9 .06 -3 .92 有风险,应谨慎
002017 东信和平 22 .30 -2 .62 继续维持弱势
002018 华星化工 7 .70 0 .26 看多风险不大
002019 鑫富药业 17 .54 4 .53 多方强势,仍有上行空间
002020 京新药业 20 .81 -2 .21 继续不看好
002021 中捷股份 7 .29 0 .00 将继续小幅震荡
002022 科华生物 17 .06 -1 .67 机会较小,不介入
002023 海特高新 16 .42 -1 .08 不看好
002024 苏宁电器 13 .53 -1 .81 可以看空
002025 航天电器 13 .26 -2 .93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026 山东威达 13 .76 -2 .13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027 七喜控股 6 .77 -2 .73 维持小阴小阳态势
002028 思源电气 23 .49 0 .60 有望维持上涨
002029 七 匹 狼 31 .12 -0 .92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030 达安基因 14 .14 0 .71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031 巨轮股份 13 .30 1 .14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
002032 苏 泊 尔 24 .23 -3 .62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033 丽江旅游 30 .14 -3 .55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034 美 欣 达 14 .45 1 .90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
002035 华帝股份 14 .55 -7 .50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2036 宜科科技 14 .89 -4 .73 波动幅度不会太大
002037 久联发展 24 .43 -2 .04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038 双鹭药业 55 .30 -0 .97 仍将缩量盘整
002039 黔源电力 20 .67 2 .84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040 南 京 港 8 .37 -3 .35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041 登海种业 60 .70 -2 .07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042 华孚色纺 28 .41 -1 .01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043 兔 宝 宝 11 .19 -2 .95 仍将缩量盘整
002044 江苏三友 16 .60 -4 .71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045 广州国光 16 .55 -1 .14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046 轴研科技 28 .43 -1 .25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047 成霖股份 5 .24 -2 .78 小区间内继续整理
002048 宁波华翔 14 .06 -3 .03 回调空间较大
002049 晶源电子 25 .68 1 .70 强势仍将延续
002050 三花股份 34 .60 -1 .28 继续不看好
002051 中工国际 33 .13 -3 .41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052 同洲电子 13 .54 0 .15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053 云南盐化 15 .10 9 .98 有望维持上涨
002054 德美化工 14 .80 4 .89 看多风险不大
002055 得润电子 22 .28 -4 .99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056 横店东磁 38 .52 0 .57 仍可继续看好
002057 中钢天源 25 .44 -3 .38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058 威 尔 泰 23 .16 -4 .93 仍有回落空间
002059 云南旅游 12 .55 -2 .03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060 粤 水 电 13 .90 1 .46 后市难有机会
002061 江山化工 15 .09 -5 .27 仍有回落空间
002062 宏润建设 14 .85 -2 .17 围绕 5 日,10 日均线运行
002063 远光软件 26 .44 -2 .36 调整仍将延续
002064 华峰氨纶 13 .07 -3 .04 仍将缩量整理
002065 东华软件 26 .91 -1 .86 很难出现突破
002066 瑞泰科技 17 .78 -0 .11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067 景兴纸业 7 .21 -1 .23 可谨慎看多
002068 黑猫股份 11 .51 -0 .78 可以看好
002069 獐 子 岛 38 .30 -5 .67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070 众和股份 8 .96 -0 .78 股价窄幅整理,待突破
002071 江苏宏宝 12 .46 -0 .48 仍可继续看好
002072 *ST 德棉 9 .51 -2 .06 上下无量，维持盘踞
002073 软控股份 25 .86 0 .31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002074 东源电器 19 .93 -2 .69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076 雪 莱 特 10 .65 -0 .09 仍以上行为主
002077 大港股份 12 .34 -4 .42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078 太阳纸业 0 .00 .00 .0 停牌
002079 苏州固锝 0 .00 .00 .0 停牌
002080 中材科技 45 .50 -0 .63 仍以上行为主
002081 金 螳 螂 64 .30 -1 .95 小阴小阳调整态势
002082 栋梁新材 14 .10 -2 .35 不会有太大波幅
002083 孚日股份 10 .77 -1 .01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084 海鸥卫浴 9 .30 -3 .83 调整仍将延续
002085 万丰奥威 14 .93 -2 .29 股价将盘整待变
002086 东方海洋 15 .66 -3 .03 调整趋势明显
002087 新野纺织 6 .20 -2 .67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088 鲁阳股份 18 .16 0 .78 短线仍将强势,有机会
002089 新 海 宜 23 .18 -1 .36 仍以上行为主
002090 金智科技 0 .00 .00 .0 停牌
002091 江苏国泰 28 .81 -4 .57 小区间调整
002092 中泰化学 14 .48 -0 .82 机会较小,不介入
002093 国脉科技 16 .75 -2 .62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094 青岛金王 14 .62 -1 .28 调整趋势明显
002095 生 意 宝 22 .96 -1 .59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096 南岭民爆 35 .90 0 .00 看多风险不大
002097 山河智能 16 .88 -2 .43 很难出现突破
002098 浔兴股份 15 .88 2 .06 多头趋势明显,看好
002099 海翔药业 0 .00 .00 .0 停牌
002100 天康生物 22 .00 -6 .18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2101 广东鸿图 35 .87 -4 .04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102 冠福家用 10 .32 -1 .53 维持小幅震荡格局
002103 广博股份 8 .68 -2 .25 横向整理可能性比较大
002104 恒宝股份 15 .35 -1 .54 将围绕 5 日 10 日线整理
002105 信隆实业 7 .50 -3 .60 在小区间内横向波动
002106 莱宝高科 49 .60 -6 .59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107 沃华医药 14 .33 -0 .49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108 沧州明珠 22 .66 -2 .58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109 兴化股份 10 .91 -1 .09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110 三钢闽光 11 .16 -2 .70 将继续小幅震荡
002111 威海广泰 25 .98 -4 .73 整理格局仍将延续
002112 三变科技 15 .74 -5 .01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113 ST 天润 8 .77 -3 .31 将保持微幅波动格局
002114 罗平锌电 17 .97 6 .90 强势格局,坚定持仓
002115 三维通信 18 .53 -0 .96 可以看好
002116 中国海诚 21 .93 -2 .92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117 东港股份 23 .61 -4 .22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118 紫鑫药业 29 .95 -2 .35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119 康强电子 13 .42 -3 .52 继续维持弱势
002120 新海股份 0 .00 .00 .0 停牌
002121 科陆电子 27 .99 -0 .32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122 天马股份 16 .85 0 .18 仍将无量盘整
002123 荣信股份 40 .15 -1 .83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124 天邦股份 11 .54 0 .26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125 湘潭电化 23 .27 -2 .92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126 银轮股份 0 .00 .00 .0 停牌
002127 新民科技 14 .43 -4 .5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128 露天煤业 23 .50 -0 .42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129 中环股份 34 .34 -4 .29 可以看好
002130 沃尔核材 21 .59 -7 .54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131 利欧股份 21 .71 -5 .49 继续不看好
002132 恒星科技 32 .65 2 .13 继续保持乐观
002133 广宇集团 6 .53 -0 .46 仍可继续看好
002134 天津普林 8 .75 -0 .46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135 东南网架 17 .68 -4 .28 不看好
002136 安 纳 达 24 .18 -0 .90 可以看好
002137 实 益 达 11 .16 -0 .98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138 顺络电子 26 .50 -0 .04 多方强大,可继续看好
002139 拓邦股份 21 .50 -3 .50 调整仍将延续
002140 东华科技 45 .59 -1 .53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141 蓉胜超微 13 .38 -2 .62 在小区间内盘整
002142 宁波银行 12 .78 -1 .62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143 高金食品 10 .72 -0 .74 维持上扬格局
002144 宏达高科 16 .40 -3 .53 回调空间较大
002145 *ST 钛白 8 .82 -2 .54 仍将继续横向整理
002146 荣盛发展 12 .38 1 .31 强势仍将延续
002147 方圆支承 17 .71 -1 .88 不看好
002148 北纬通信 39 .49 2 .89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002149 西部材料 22 .97 -3 .85 回调空间较大
002150 江苏通润 15 .10 -2 .83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151 北斗星通 39 .13 -1 .78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152 广电运通 44 .05 -1 .01 仍有回落空间
002153 石基信息 49 .14 -1 .84 可以看好
002154 报 喜 鸟 26 .30 -2 .45 调整仍将延续
002155 辰州矿业 34 .69 -3 .37 将继续小幅震荡
002156 通富微电 17 .05 0 .89 调整仍将延续
002157 正邦科技 15 .40 -3 .27 调整仍将延续
002158 汉钟精机 29 .72 -1 .33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159 三特索道 17 .35 -3 .61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160 常铝股份 26 .10 -3 .51 不会有太大波幅
002161 远 望 谷 32 .48 -3 .42 出现突破概率不大
002162 斯 米 克 13 .18 1 .54 多方力量强大,可继续看好
002163 中航三鑫 19 .24 -0 .05 仍以上行为主
002164 东力传动 21 .79 0 .88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165 红 宝 丽 16 .10 0 .63 维持上扬格局
002166 莱茵生物 27 .10 2 .61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167 东方锆业 32 .17 -8 .06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168 深圳惠程 40 .30 -3 .98 横向整理可能性比较大
002169 智光电气 18 .53 0 .43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170 芭田股份 17 .23 -3 .47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171 精诚铜业 20 .24 -4 .17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172 澳洋科技 9 .63 -1 .53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173 山 下 湖 19 .90 -0 .30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174 梅 花 伞 16 .12 -2 .18 仍应看淡
002175 广陆数测 16 .12 -1 .83 仍将保持低迷盘整
002176 江特电机 24 .27 -4 .30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177 御银股份 19 .56 -0 .96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178 延华智能 16 .82 1 .39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002179 中航光电 22 .13 -3 .74 继续维持盘局，等待机会
002180 万 力 达 31 .80 -3 .20 机会较小,不介入
002181 粤 传 媒 12 .58 -3 .01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182 云海金属 25 .36 -4 .08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183 怡 亚 通 12 .42 -2 .0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184 海得控制 13 .18 -4 .84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185 华天科技 14 .13 1 .44 有望维持上涨
002186 全 聚 德 31 .56 -1 .71 有风险,应谨慎
002187 广百股份 27 .50 -0 .07 上下都无太大空间
002188 新 嘉 联 11 .51 -0 .17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189 利达光电 16 .10 -3 .77 仍将继续调整
002190 成飞集成 33 .91 -4 .61 调整仍将延续
002191 劲嘉股份 10 .40 -0 .48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2192 路翔股份 28 .23 -3 .49 仍将继续调整
002193 山东如意 14 .95 5 .06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002194 武汉凡谷 14 .12 -2 .35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195 海隆软件 22 .58 -2 .17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196 方正电机 24 .75 -2 .71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197 证通电子 18 .06 -0 .50 仍可继续看好
002198 嘉应制药 17 .00 -3 .95 可能继续小箱体整理
002199 东晶电子 21 .61 -4 .04 有风险,应谨慎
002200 绿 大 地 23 .00 -4 .13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201 九鼎新材 14 .15 -1 .32 可以看好
002202 金风科技 22 .03 -1 .43 有望维持上涨
002203 海亮股份 15 .17 -2 .76 调整趋势明显
002204 华锐铸钢 0 .00 .00 .0 停牌
002205 国统股份 29 .78 -1 .52 仍将继续调整
002206 海 利 得 22 .85 -0 .44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207 准油股份 20 .10 -3 .32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208 合肥城建 10 .58 -2 .13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209 达 意 隆 11 .99 -1 .56 上下空间都不大
002210 飞马国际 10 .50 0 .77 多方强大,可继续看好
002211 宏达新材 17 .27 -4 .74 可以看空
002212 南洋股份 21 .50 -4 .02 仍将无量整理
002213 特 尔 佳 15 .73 -3 .73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214 大立科技 0 .00 .00 .0 停牌
002215 诺 普 信 32 .00 2 .24 继续保持乐观
002216 三全食品 37 .30 3 .15 多方强势,仍有上行空间
002217 联合化工 11 .59 -2 .36 有望维持上涨
002218 拓日新能 27 .42 -3 .82 仍将微幅整理
002219 独 一 味 17 .00 -0 .47 仍可继续看好
002220 天宝股份 19 .46 -2 .75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221 东华能源 10 .94 -3 .61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222 福晶科技 17 .57 -3 .99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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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数据资料来源于山东神光启明星 Level-2

生活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李萌博)记
者从山东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上获悉，今
年我省将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促进农民
工就业创业，其中特别鼓励农民工到家庭服
务业就业创业。同时，我省要将签订劳动合
同并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
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据悉，我省将落实员工制家庭服务企业
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到家庭服务业就
业创业，开展家庭服务从业人员定向培训，
维护从业人员合法利益，推动一批中小企业
做专做精，逐步扶持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做大
做强。我省还将进一步探索完善服务业农民
工工伤保险参保办法，努力将符合要求的服
务业农民工都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2011年，我省将推进农民工按规定参
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民合作医疗，
新农合参合率继续保持在90%以上，将签订
劳动合同并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
民工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做好流动就
业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障关系的转移接续、
异地就医和费用结算等政策衔接和服务工
作。

同时，我省将深入推进集体合同制
度，实施“彩虹计划”，稳步推进工资集
体协商工作，促进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
我省将做好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工作，进一步研究新农保与城镇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办法，方便农民工在城
乡之间流动就业。

我省将大力推广适应于农民工的简易
劳动合同示范文本，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劳
动合同签订率。同时，继续健全工资支付
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在发生欠薪
较多的市县探索建立应急周转金。健全并
落实建设单位或工程总承包企业承担清偿
拖欠工资连带责任制度，对因拖欠工程款
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工
程总承包企业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
资。

17日，记者从全省就业工作座谈
会上获悉，今年我省继续加大对各类
基层就业项目的统筹，2011年全省

“三支一扶”计划2000名，“全科医师
培训计划”1500名，探索实施高校毕
业生社区就业计划等新的基层就业

项目，力争全省每个社区至少配备1
名高校毕业生。鼓励服务期满的毕业
生留在基层服务。鼓励通过公开招
聘、开发公益性岗位等形式吸纳高校
毕业生充实公共服务、社会管理队
伍。

今年“三支一扶”招2000人

17日，在全省就业工作座谈会
上，省人社厅厅长董国勋表示,我省
将制定应对措施，确保就业形势稳
定。

“对产业同质化对就业的影响
问题，部分地区、行业出现的‘招工
荒’问题，我省都要制定应对措施，确
保就业局势稳定。”董国勋表示，我

省将着力调整优化就业结构，鼓励
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家庭服务业，切
实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我省
还将努力扩大非公有制从业人员规
模，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快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培育新的就
业增长点。

(记者 李萌博)

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将提高

□相关新闻

3月17日，在济南县西巷北段的武岳庙考古
现场，考古人员发掘出古房基遗址、一口古井、一
个月台以及大量琉璃瓦等文物。

17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古房基遗址已
经较为完整地裸露出来。在现存福慧禅林大殿南
侧是一个月台，月台四周有一条环绕的下水道，
月台正南是一处比较大的房基遗址。该房基南北
内长为8 . 65米，东西内长10 . 15米，面积与现存
的大殿相差无几。考古人员初步推断，这里也应
该是一座大殿，至于它和现存大殿的关系，现在
还不清楚。

在南侧一处房基遗址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
堆琉璃瓦构件。这些构件表面呈绿色，大都保存
比较完整。考古专家陈宾说，这些琉璃瓦和现存
福慧禅林大殿上的琉璃瓦很相似，估计是同时期
生产的。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有一块琉璃瓦上
还刻有“东十七”的编号。

在考古工地的西南角，有一口古井被发现
了。只见古井由青砖砌成，井口呈圆形，里面
溢满了清澈的泉水。“这应该是一口年代比较
久远的古井了，至少民国时期还在用。”考古
人员刘秀玲说，他们在古井中打捞出一个瓶
子，根据形状看，应该是民国时期的。另外，
还有一些清代青花瓷片，有的绘有精美的麒麟
图案。记者注意到，除了这口古井外，几处房
基遗址内也有许多积水，有的积水中还裸露着很
多木桩。

现场的一位考古人员说，冒出的积水已经影
响到考古发掘，下一步要进行降水作业。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宋治政)

房基遗址、古井、月台、琉璃瓦

武岳庙考古工地
宝贝还真不少

签签订订劳劳动动合合同同的的农农民民工工将将享享受受基基本本医医疗疗保保险险。。 李李萌萌博博 摄摄

□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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