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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孙善旭

挤出报考数据虚高的“水分”

10月24日下午，2015年“国考”报名结束。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24日，审核通过的总人数约为
129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7万人；竞争比约为58：
1，为近年来最低的一次。随着资格审核的持续，
最终报名总数还会增加。整体来看，2015年国考
报名人数比2014年有所下降，2015年国考算得上
是近年来“最容易”的一次。

和往年一样，毕业于聊城大学理工学院安
全工程专业的张亮，早在几天前，就开始忙活着
网上报名了。

张亮是2012年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几经周
折，最终落脚在一家大型民营企业从事车间安
全检查工作。工作后的张亮，始终不减对公务
员的热情，逢考必参加。安监、质监、公安类
职位的招考，他大都经历过：有时是初试过
了，面试没通过；有时是初试仅差0 . 5分，无
缘见面试考官，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让张
亮一度纠结，无奈之下，他只能干等着，没想
到一等便是两年。

张亮坦言，他一直都很喜欢警察这一职
业，刚开始便把目标锁定在了铁路公安局这一
职位。但由于工作地点大都分布在偏远的山
区，最终在家人的一片反对声中，他放弃了这
一想法。寻寻觅觅后，张亮很幸运地又找到了
另一个与自己专业相契合的职位——— 国家档案
馆保安，也许是工作地点在北京的原因，区区一
个小保安，竞争却异常火爆，这让张亮感到很不
可思议。

无奈之下，张亮想试试一直以来都很热门
的海关类职位，可是最后却卡在了“有无基层工
作经验”这一栏。张亮最终无缘2015年国考。

而接下来，张亮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明年
的省考上，他企盼来年的省考能多一些对口的
职位。

鉴于这一情况，某教育培训机构的辅导老
师分析指出，今年有关部门更加注重报名的诚
信机制建设，更加严格报名纪律。招录机关对招
考职位的描述更具体，资格条件设置更详细。多
数部门都明确要求报名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一
些不诚信的报考行为将被列入诚信档案库，同
时也采取了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规范报名注册
事项等，不符合条件报名试试的情况大幅减少
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报考数据虚高的“水
分”。

基层公务员的艰难晋升路

2007年毕业于济南某大学的扈晓丹，也报
名参加了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与张亮相
比，可供扈晓丹选择的职位多了很多。扈晓丹
告诉记者，她曾当过两年村官，后来考上公务
员，被分配到聊城市某乡工作。

扈晓丹坦言：“乡里的老同志多，他们大
都不懂电脑，不管啥文件材料的书写工作一并
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平时工作又多又繁杂，一
直都有调走的想法，但说说容易，哪有什么门
路？”扈晓丹告诉记者，她担心自己就这样待

在乡里干一辈子，最后顶多混到主任科员。因
此，现在一有空，她就抓紧复习，准备遴选的考
试。在她看来，考上了便能离开这里。

由于晋升空间有限，很多基层公务员都和
扈晓丹有着同样的想法，有的入职没几年便产
生了“倦怠感”，觉得没什么指望，工作热情
也一点一点地被消磨掉。“一杯水，一支烟，
一张报纸看半天”，即便日子再清闲舒服，可
日子长了，这样的生活也会遭厌倦。大多数公
务员都希望成长晋升。可如果身为基层公务
员，其成长的空间将是非常有限的。

“在乡镇，顶多能混到科级干部，在县里，
能干到副县的少之又少，提升空间可想而知。除
此之外，现行制度下，公务员的工资待遇与行政
级别挂钩，我们干了这么多年了，工资才仅有
2000多元。”一位基层公务员无奈地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些基层公务员并
不一定想“当官”，他们只是想增加一些收
入。然而，基层的现实却让他们无比尴尬。于
是，越来越多的基层公务员便逢考必试，他们
希望通过考试，进入更高的平台。

报考心态很实际

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699
万创新高，当时即被戏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
而今年这一数字刷新至727万，就业压力继续
增加。招考2万多人的国考，主要招录对象又
主要是应届生，报考国家公务员因此成为广大

应届生弥足珍贵的就业机会。
某教育培训机构在聊大举办的报考指导会

上，会场里座无虚席，连会场后面都挤满了准
备报考的考生。由于迟到了几分钟，王帅被挡
在了门外。他告诉记者，今年是他第二次报考
国家公务员，此类指导会对于正在备战国考的
考生十分有帮助，他和朋友正在商量报名参加
培训班的事。

对于去年的失利，王帅直言竞争太激烈，
尤其是他报考的税务岗位，众人疯抢，而基层的
冷门岗位却竞争者寥寥。

聊城大学音乐学院本科生张悦的看法很实
际，她告诉记者：“公务员是大家公认的铁饭碗，
不仅可以吃皇粮，人际关系广，还有一定的社会
地位，以后找对象、孩子上学都方便。”

“家人都希望我能当上公务员，毕竟工作稳
定，待遇好。至于是否适合干这行，我自己也没
仔细想过。”正在聊城大学图书馆复习功课的文
学院2011级本科生小刘告诉记者。

与往年一样，今年仍不乏跟风参加国考的
情况。聊城大学体育学院的两名女生告诉记者：

“班里的同学都在考公务员，就一起来试试。”其
中一位女生表示，公务员工作更稳定，可能更适
合女生做。

无论是在诸多考生的报考选择中，还是公
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中，公考从未“冷”过，而
国考又是公考的热中之热，其热度可想而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一些基层机关
出现了“招人难”的现象。那么，今年扩大基
层招募比例，这个现象是否能破局？

扈晓丹认为，要解决基层招人难的问题，
更需改变的是当前留人难的现状。在她看来，
基层唯有改善工作环境和基础待遇，才能吸引
人才。比如在乡镇，35岁以上的就不提拔了，
那么人就窝在那里了。因此，当务之急是改进
基层公务员的提拔和晋升渠道。

□ 本 报 记 者 杨秀萍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王忠友

清除旮旯里的垃圾盲区

“打扫卫生虽然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但真
正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却不容易。需要做好顶
层设计，又不能搞形式主义。”聊城市东昌府
区副区长刘培国多次强调。该区把城乡环卫一
体化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在实际中突出清脏
治乱，农村垃圾盲区日渐消失。当前，全区70%以
上的村庄已实现了绿化、亮化、美化，农村环境
卫生管理网络初步形成。

梁水镇村级环境卫生治理采取发动群众
“自扫门前雪”的方式，通过广泛宣传不断提高
全体村民的环保意识。该镇还发动党员积极参
与，以党员带户，户带胡同，胡同带片，片带全村
的方式开展。活动开展以来，全镇108个行政村
群众义务出工达9万余人次。

该镇西苏村和东苏村村民交叉居住，常住
人口共计600余人次，自城乡环卫一体化开展以
来，两村村民齐心协力，共计出义务工410余人
次，专业队伍230余人次，清除三大堆、生活垃圾
1200余立方，治理坑塘3000余平方米。

郑家镇结合辖区实际，重拳出击，扎实推进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截至目前，全镇集中组
织各村（社区）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行动5次，对垃圾死角进行了重点清除；规
范乱停乱放车辆50余辆，规范乱摆摊点20余个，
规范建筑材料乱堆乱摆3个，同时组织力量拆除
违章搭建雨棚、棚笆2个。

听听百姓心里话

金秋时节，漫步东昌府区，充满幸福感的民
生建设处处皆是。东昌府区的乡村变美了：垃圾
被群众自觉装进了排列整齐的垃圾箱，大街小
巷被全天候管护的保洁员收拾得一尘不染，一
辆辆垃圾转运车每天清晨在各乡镇(街道)和垃
圾中转站之间来回奔波……土生土长的农家老
伯不禁惊呼：成片的杂草看不到了，成堆暴露的
垃圾搬家了，随风纷飞的塑料袋不见了，我们的
生活更美了。

“之前在市区住了近10年，回到农村老家
后，还担心孩子会不适应，没想到现在村里和市
里一样干净，村民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全村就
像一家人。”郑家镇郑家村村民周焕玲乐呵呵地
说。

“村里卫生好了，村民的言谈举止、生活习
惯也都改变了，就连精神面貌也有很大改观，一
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在道口铺街道任堤口村党
支部书记李志彬看来，让农村像城市一样干净，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村民们也希望干净，
大家有需求了，于是都愿意干。

任堤口村村头正在看孩子的李大姐说：“现
在小孩的环保意识也提高了，每次吃完小零食，
都主动跑到垃圾桶前将包装袋扔进去。有时候
因为个子矮，扔到地上了，就再捡起来，让大人
帮忙扔。”村民肖景芝告诉记者，在这样的环境
里，心情特别好，一早一晚还能出来娱乐娱乐。

“上半年来的时候，这里还是臭水沟，短短
几个月时间，臭水沟就变成了干净的水泥沟
渠。”同行的当地媒体记者惊讶地说。历经全方

位的综合整治后，任堤口村沉积十几年的垃圾
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共绿地和健身广场，
村民们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俺村变化可大了，街道干干净净，环
境比城里一点儿也不差。”谈起居住环境的改
善，闫寺街道大屯村村民鲍庆月高兴得合不拢
嘴。

“以前俺村路上的柴草堆、粪堆到处都是，
出门白乎乎的塑料袋随处可见。现在好了，村里
不仅有了垃圾桶，还有环卫保洁队，比过年时都
要干净。”“原来村里基本上是垃圾靠风刮，污水
靠蒸发，这回可好了，那些大垃圾堆清了，胡同
里也整了，村里干净了，我们的心里也亮堂了！”

“是啊，是啊，还是干净了好啊，我们自己也得注
意点不能再乱扔垃圾了。”村民们纷纷感叹道。

一条条干净整洁的街道，一排排整齐划一

的庭院，一幅幅赏心悦目的图画，优美的环境
让庭院前栅栏内盛开的菊花和红彤彤的柿子显
得格外诱人。

环卫工作任重道远

环卫事业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事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行城乡环卫一
体化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
提高城镇化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
径。

东昌府区委、区政府坚持走以城带乡、以
城促乡、城乡联动的路子，全区上下联动，全
民参与，全方位铺开，逐步将城市环境工作模
式扩大到广大乡村，探索建立了“统一收集、
统一运输、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的农村垃

圾处理体系，结束了长期以来农村随意倾倒垃
圾、环境卫生管理薄弱的历史，一个个村庄焕
然一新。

区委书记李小平表示，尽管东昌府区在环
境卫生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环卫工作仍旧任重而道远。在下一步的
工作中，东昌府区将继续巩固和扩大城乡环卫
一体化成果，加快推进卫生洁净进万家，不断提
高城乡文明水平。与此同时，在建立长效机制上
下功夫，着力在运行机制、责任落实、日常监
管、资金保障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促进全区
城乡环境持续改善和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采访中，记者发现仍有部分村民不按规定
倒垃圾。有的垃圾桶空空如也，而垃圾桶旁边却
成为垃圾堆；有的村民仍然习惯性地将垃圾随
手扔进沟渠里，期待垃圾自己分解。还有的村民
因不愿承担垃圾桶和清运工的部分费用，于是
十分排斥垃圾托管。基于这些现象，东昌府区还
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采取电视、广播、
宣传车、广场LED大屏幕滚动宣传和悬挂张贴
标语等相结合的方式，在主要街道、广场、农村
集市等公共场所广泛开展环境整治宣传教育活
动，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爱护环境的意识，努力营
造懂文明、讲卫生、爱环境的良好舆论氛围，使
村容村貌整治的有关精神进一步深入民心。

由于就业难和许多人对稳定工作的向往，今年聊城“国考”依然一派火热———

基层公务员欲借国考“上台阶”

东昌府区加快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

让农民享受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
◆10月24日清早，东昌府区城乡环卫一体化第三次集中检查评比吹响集结号。本次检

查主要面向城区以外的9个乡镇，通过随机抽查的方式，选取20个村庄进行集中检查。检

查组成员通过实名打分、统一汇总后，对各乡镇进行排名。

◆随着八项规定的落实、改进作风的深入，“为官不易”将成为常态。又到一年“国考”

季，由于就业难和许多人对稳定工作的向往，聊城“国考”依然一派火热的局面。记者调查了

解到，除了大学毕业生把国考视为珍贵的就业机会，许多基层公务员也打算通过国考进入更高

的发展平台。

为创建全国法治城市，聊城市司法局和市普法办联合成立了由司法工作人员、基层法律工作者
参加的法律服务流动宣传站，深入全市乡镇进行为期40天的免费法律咨询和普法宣传活动。10月25
日，在茌平县博平镇农贸大集上，司法人员为群众免费解答劳动维权、婚姻家庭和刑事诉讼等方面的
法律咨询300余人次，发放法律宣传资料2000余份。

普法宣传进乡镇

□冯长禄 谢会明 报道

□杨秀萍 路印娟 报道
本报聊城讯 “简、便、廉、验”是中医药的一

大特点和优势。为不断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
中医药服务需求，聊城市全面推进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医堂建设，不断完善基层中医
药服务体系，先后出台了《聊城市基层医疗机构国
医堂建设实施方案》和《聊城市基层医疗机构国医
堂建设标准》，力争到2015年底，全市90%以上的乡
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国医堂建设，
并提供中医药服务。

为规范国医堂建设，聊城市卫生计生委从国
医堂科室设置、国医堂人员配备、中医药方法的
运用、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中药房建设等
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要求。截至8月底，全市已
建成36家国医堂，另有29家正在规划建设中。

为鼓励百姓使用中医药服务，聊城市也有相
应的扶持政策。比如，将中医机构列为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享受西
医综合医院同等待遇。此外还完善差别支付政策，
将支付比例进一步向基层倾斜。

在中医药人才建设方面，聊城市分阶段、分批
次对中医临床人才、中医临床技术骨干进行培训。
当前，全市共有山东名中医药专家5名，市级名中
医药专家38名，初步形成了一支医德好、业务精、
威信高的名中医队伍。

□杨秀萍 柳景翠 报道
本报临清讯 近日，省经信委下发《关于公

布2014年度山东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名单
的通知》，临清市烟店轴承产业园成功入选。

烟店轴承产业园自2012年成立以来，为更好
地服务辖区内工商业户、小微企业主、有创业意愿
的高校毕业生、返乡人员、退伍军人等，园区建立
了融创业政策、创业指导、创业咨询、创业者培训、
创业研究、创业成果转化等功能于一体，并集成了
各数据库资源，为各类人群创业提供公共信息服
务及信息交流的基础性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同时，
园区内的创业导师和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先后多次
围绕着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开业政策介绍、创业分
析与定位、创业精神激励、创业路径选择等进行授
课，开展创业座谈交流会，并购买了300余种创业
书籍、刊物等供进驻的创业人员进行自学。截至
目前，园区管理机构中心已举办各种培训班20
期，培训人员达到1500余人次。

“轴承产业园的培训，为我们这些有梦想的
创业青年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毕业于山
东建筑大学的创业青年徐百仪说。

近来，烟店镇坚持以打造千亿元级轴承产业
园、争创国家级优质轴承生产基地为目标，做大
做强轴承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使轴承产
业规模不断扩大、档次不断提高，产业园实现了
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今年1到9月份，实现营业收
入104 . 1亿元，利税16 . 7亿元。

聊城中医药服务

心系百姓

烟店轴承产业园

入选省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

1 .聊城市三大钢材有限公司，企业注册号
371500200007059，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丢失，声
明作废。

2 .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企业注
册号371500018001105，企业营业执照副本—5/3
丢失，声明作废。

3 .山东唯真国色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丢失，代码：55337082-9，办理时
间为2013年10月29日，特此声明。

4 .聊城市健民农产品有限公司，企业注册号
371500200017297，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
登记证3 7 2 5 0 1 5 7 5 4 6 6 9 8 7，组织机构代码证
575466987丢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1 .聊城威达商贸有限公司，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已成立，请债权人于
2014年10月29日起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
权，逾期不申报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聊城威达商贸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9日

2 .聊城鲁中石油化工运输有限公司，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已成立，请债
权人于2014年10月29日起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
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聊城鲁中石油化工运输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9日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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