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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荣欣

□记 者 任松高
通讯员 王汝辉 田永建 报道

本报文登 4 月 7 日讯 “以前想创业又
不敢，这次可以大胆地试了。相关费用免
了，创业更是一身轻。”今天，大学毕业生
郭亮拿着工商局工作人员刚刚送来的“试营
业执照”，高兴地对记者说。

去年大学毕业的郭亮，由于没有找到合
适的工作，一直在家待业。最近，在一次偶
然的交谈中，辖区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得知他
想开一家汽车配件店，就主动给他介绍一些

市场经营信息，并指导他办理了“试营业执
照”。清明节后上班第一天，工商人员就
把“试营业执照”给他送到了店里，鼓励
他搞好经营。整个办照过程，郭亮没花一
分钱。

为缓解金融危机下就业压力，支持高校
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复员
退伍军人和残疾人 5 类特殊群体自主创业，
今年以来，文登市工商部门采取积极措施，
降低创业“门槛”，有针对性地推出了“试
营业执照”，给予这些特殊群体半年至 1 年

的试营业期。试营业期内，免收登记费、工
本费等一切费用。此外，他们还开通“试
营业绿色通道”，在各工商所设立了专门
的登记服务台，快速为 5 类特殊群体核发
“试营业执照”。同时，开通咨询服务电
话， 2 4 小时有人值班，随时解答这些特
殊群体在创业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供
政策法规、市场信息等咨询服务，并建立
了工商人员与创业人员定点联系制度，实
行“一对一”帮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
题，搞好生产经营，实现成功创业。目前，

文登市工商部门已为 23 名高校毕业生、下
岗失业人员和返乡农民工等特殊群体核发了
“试营业执照”。

“创业难，开头更难，是试营业引领
我们迈出了自主创业的第一步。试营业对
我们来说，不单单是省了几个钱，关键是
树立了自主创业的信心，积累了自主创业
的经验，为个人今后的发展探索出路。”
提及“试营业执照”，已经试营业 2 0 多
天、经营童车店的下岗职工李军感触颇
深。

开设绿色通道 降低创业门槛

文登五类群体可领“试营业执照”

□记 者 杜辉升
通讯员 田宝宗 报道

本报沂水讯 4 月 5 日上午，由烟台交
运旅行社组团的 306 人旅游大团队来到沂
水。在青兰高速杨庄出口，沂水县政府顾
问范春生带领县旅游局及各景区负责人举
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向烟台交运旅行
社的冯经理现场发放了 2 . 1 万元奖金和
“大团队旅游特别通行证”。有了这个证
件，车队就可一路绿灯，并免交景点停车
费。

据了解，该旅游团队为今年临沂市的首
个 300 人以上大团队。

该旅游团行程是沂水二日游，在沂水游

览了天然地下画廊、雪山彩虹谷、天上王城
和沂蒙山根据地四处景区。据沂水县旅游局
局长刘忠民介绍，作为旅游大县，面对金融
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为加大旅游宣传营销
力度，积极开拓外地客源市场，沂水县今年
制定出台了奖励政策，对一次组织旅游专列
400 人以上，到沂水游览四个景区的临沂市
外组团旅行社，给予 4 万元的一次性现金奖
励，其中景区负担 1 万元，县财政补助 3 万
元。对一次性组织旅游汽车团队 300 人以
上，到沂水游览四个景区的临沂市外组团旅
行社，给予 2 . 1 万元的一次性现金奖励，
其中景区负担 0 . 6 万元，县财政补助 1 . 5
万元。

此项政策出台后，通过宣传和媒体报
道，引起了外地旅行社的强烈反响，极大地
调动了组团到沂水游览的积极性。为了获得
优惠政策，部分赴沂水旅游的旅行社实行
了联手“抱团”。这次组团的烟台交运旅
行社就是把当地旅行社散客集中起来，组
成了超过 300 人的大旅行团。由于有了奖励
政策，使“沂水二日游”的价位由以往的
400 多元，降到了 298 元的最低价格，竞争
优势明显。

据沂水县初步统计，随着旅游旺季的
来临，在今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将有 50
余批 3 0 0 人以上大团队陆续前来游览观
光。

喜迎今年首个三百人以上旅游团

沂水县领导高速路口发奖金

□记 者 魏 东
通讯员 西牧林

张莲玉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春暖花开，广

饶县城文安路上的“兵书园”几
乎成了刘文刚大爷和他的棋友们
天天光顾的地方。刘大爷乐呵呵
地说：“自打创城以来，咱老百
姓的生活环境真是越来越好了，
出门就是满眼的绿，公园就在家
门口！”

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广
饶县坚持以民为本、为民创建的
科学理念，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作为创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真正让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成为
群众享受创建成果的过程。

广饶县在文明创建中，以建
设宜居城市、打造宜居环境为目
标，以创建园林城市、节水型城
市和适宜人居城市为载体，统筹
城乡绿化，形成了“村镇在林

中，房院在树中，人居在绿中”
的新景观。全县累计投入城镇园
林绿化资金 3 . 8 亿元，县城建
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 461 万平方
米，绿地面积 438 万平方米，公
共绿地面积 109 万平方米，人均
公共绿地 23 . 2 平方米。他们开
通了城乡客运线路 27 条，自来
水供给实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
农村供水城市化；全县农民参合
率达 96% ，并在全省率先设立
了县级大病补偿金。

该县把创城过程作为提高市
民素质的过程。在城区，相继开
展了“文明、健康、节能、环
保”、“说文明话、办文明
事、做文明人”等一系列主题
教育活动；在农村，开展了
“文明卫生户”、“文明信用
户”、“尊老敬老好媳妇”等创
评活动，为文明城市创建提供了
不竭动力。

莒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对外劳务输
出近 20 万人。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农民
工是如何重新就业、创业的？

“缺的不是岗位，是技术”

“后悔没学门技术，在外打工时，同样
在建筑工地，会技术的‘大工’就比我们这
些只能干些力气活的‘小工’每月多挣不少
钱。要是早学技术该多好呀！”近日，报名
参加培训班的莒县棋山镇 50 多岁的农民王
胜忠感慨地说。

而与王胜忠心情大不一样的是中楼镇马
家峪村村民马克兵。日前，在位于中楼镇的
日照利泰橡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正在干
活的他满脸笑容：“真没想到在咱家门口也
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一个月能挣 1500 多
块，这多亏了镇上的培训班。”

受金融危机影响，在青岛一机械厂打工
的马克兵去年 11 月就早早回家了，路上还
盘算着，“等春节一过，形势稍好，再回青
岛干”。刚一回家，镇上就把他列入了返乡农
民工信息档案，并动员他参加技能培训班。

马克兵一琢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多门手艺多条出路。”于是，在镇劳务培训
基地组织的返乡农民工分类技能培训班上，
他接受了机械维修方面的培训，拿到了技术
资格证，春节还没过就到镇上企业上班了。
“怀揣技术，心里不慌”，像马克兵一样，

同期参加培训的还有 380 多名农民工，基本
都拿到了技术资格证，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对于一些农民工来说，缺的不是岗
位，是技术。我们就是针对像王胜忠那样的
返乡农民工大多没有一技之长的实际，对他
们进行电工、机械维修、缝纫、厨师、种
植、养殖等方面的培训，力争使留乡的农民
工普遍轮训一遍，使每人至少掌握一门实用
技术。”莒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人介绍
说。

观念一转天地宽

“在外挣一千，不如在家门口挣五百。在
家门口打工，花的少了，剩余的就多了，连地
里的农活也误不了。”莒县招贤镇农民周晓
华原来在南方一家纺织厂打工，公司裁员，

他返回家乡。幸运的是，周晓华凭借自己的
技术和经验，很快在镇上的莒县鑫华纺织有
限公司找到了工作，每月工资 1000 余元。

而夏庄镇张家抱虎村农民张永年，去年
在大连干装卸工，因活少不得已返乡。不
久，就赶上了镇上百信牧业、晨曦集团等企
业招工。因无技术专长，他报了百信牧业屠
宰工人的岗位，被顺利录用。“俺没有什么
技术，就只能干点力气活，年龄也大了，什
么技术培训班呀也不想参加，多亏了百信牧
业招收屠宰工人。”张永年说。

无独有偶，在返乡农民工的就业观念悄
然发生变化的同时，企业负责人经营观念也
在发生着转变。
“金融危机一时确实造成了企业经营困

难，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却又是一个加快发
展的良机。你看，对于我们这劳动密集型厂子
来说，劳动力比以前更加富余，不用担心‘用
工荒’了，我们如今就可以满负荷生产了。”
日照百信牧业有限公司经理王国侨说。

观念一转天地宽。利泰橡胶公司负责人
韩永东介绍说：“我们就喜欢‘返乡工’，
一是技术上非常熟练，二是能适应管理制

度。”最近两个月，企业已先后招收了 20
多名返乡农民工。目前利泰橡胶公司正计划
新上一条空滤器生产线，项目总投资 300 万
元，建成后可再安置农民工 60 多人。

试着自己做“老板”

“以前总觉得窝在家里挣不了钱，也没出
息，老想着往外跑。如今，有了好政策，在家搞
养殖一样能发家致富。”夏庄镇大略疃村村
民闵凡栋，去年在威海一家水洗厂打工，
10 月份返乡后，看到村民在家搞养殖也能
挣大钱，但苦于缺少资金，一筹莫展。村里
党群互助会得知后，帮助他在镇上信用社办
理了文明信用户“贷款证”。他贷款 2 万元，
加上打工积蓄，很快建起了养鸭大棚，每茬养
鸭 4000 余只，预计每年纯收入在 5 万元左
右。他明显感觉到，“这比打工强多了！”

“一次核定，周转使用，随用随贷”。
对于返乡后想创业的农民工，莒县积极协调
金融部门及时为他们评级授信，只要评上
“文明信用户”，只需带着身份证、贷款证
和个人印章“两证一章”，不用找关系、托
熟人，在授信额度内随用随贷。陵阳镇西湖
村村民李希伟，从青岛返乡后，也是凭着
“诚信户”的招牌，先后申请了 5 万元贷
款，发展起大棚蔬菜，如今已实现效益 1 . 5
万多元。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目
前，莒县已有 1200 多名返乡农民工或失业
人员借助“诚信体系”走上创业道路。

莒县工商部门也开通了“农民工登记绿
色通道”，对农民工创业申请实行专门受理、
快速服务。今年以来，先后为 1300 多名自主
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

缺的不是岗位
——— 莒县农民工就业创业辩证法
□ 本报记者 孙 巍 本报通讯员 马德民 辛有东

□记 者 张环泽
通讯员 侯化成 报道

本报枣庄讯 4 月 1 日，我
省惟一一部新中国 60 周年献礼
片《沂蒙六姐妹》正在山亭区山
城街道兴隆庄村石板房外景地紧
张拍摄。导演王坪介绍，兴隆庄
石板房保存完好，恰合剧情的需
要，为影片增色不少。

山城街道党委书记单立忠对
记者说，当初嫌厂板房破烂差点
拆了，我差点成了山城的“罪
人”！

兴隆庄位于翼云山上， 300
多年来，当地居民以石筑房，从
地面到四壁，除门窗、梁是木料
外，其余全是石板或石块，以薄
石板为瓦，家里桌、凳、灶、
钵、碓、磨、槽、缸、盆等，都
是石头凿的。由于村子地处山
顶，道路不畅，水电困难，很多
村民搬到山下居住，村子没几户
留守了。去年 7 月，单立忠经过
调查，与国土资源等部门商议，
计划将村子整体搬到山下，拆除
旧村腾出土地招商引资上项目。
9 月向市里汇报时，市有关领导
指出，保存有价值的东西同样也
是发展。

顺着这个思路，山城街道办
与文化、旅游部门一道作了细致
调查，发现兴隆庄石板房是鲁南
山区先民独创的一种民居建筑艺
术，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
产。区里将石板房建筑群纳入旅
游开发规划, 邀请北京交通大
学教授宏观规划，打造独特的旅
游品牌。目前，已投入 3000 多
万元资金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
修缮毁坏的房屋，建设全省首个
“石板房部落”观光旅游景区。

石板房的独特，村民的淳
朴，随着媒体的传播，“鲁南石
板房部落”广为人知，游人纷至
沓来。该村 73 岁的王大娘说，
现在来人多了，热闹了，在家门
口卖个山鸡蛋、摊个菜煎饼见天
都能赚七八十块！

兴隆庄石板房还成为实践山
亭区科学发展观可资参考的活教
材。各乡镇纷纷行动起来，通过
普查发掘出城头清代观音堂、桑
村明代道观等文物古迹 1 0 余
处，它们与石板房一道，催热了
山乡历史民俗文化游。

据了解，我省国庆献礼电视
剧《南下》将于本月上旬在石板
房开拍。

“鲁南石板房部落”独具特色

“山顶村”成了
影视外景地

■精神文明建设巡礼

广饶：文明创建
“绿”当先

□记 者 郭 炉
通讯员 王 帝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 月初，周村
区王村镇宁家村的荒山上，
2000 余株果树已是满眼绿意。
一把铁锹，一辆轮椅， 7 年时
间，身残志不残的周村农民宁承
东执着地在 500 亩荒山上“爬”
着种树，才有了这荒山变果园的
奇迹。

宁承东今年 39 岁， 21 年
前，他在一次施工时不慎从 3 米
高的楼上摔下来，造成双下肢高
位瘫痪，从此不得不与轮椅终身
为伴。

然而，好强的宁承东并没有
因此完全赖在家里“混饭吃”，
他先后卖过磁带和收音机，还开
着改装的三轮车跑出租、卖水
果，甚至大年初一坐在街上卖甘
蔗，总是想方设法为家里赚点零
花钱。

2002 年，村里的山地要招
标承包，轮椅上的宁承东要承包
500 亩荒山的消息一下让村里炸

了锅，各种议论纷纷传开。然
而，宁承东对自己的“疯狂”决
定义无反顾。

山上没有路，宁承东骑着自
己特制的三轮车从几里外的砖瓦
厂拉来碎瓦片，硬是铺出了一条
上山的路。为了种树管树方便，
他在山脚平地上盖了 3 间房，算
是安了家。

市、区残联给送来 5000 元
钱，宁承东打了井，买来苗，开
始在荒山上栽种果树。

艰辛可想而知。腿不能走，
宁承东就一步一挪，坐在地上用
铁锹一下一下刨树坑。整整 7 年
时间，宁承东“爬”着种树，每
种一棵树都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
代价。如今，他已栽种各类果树
2000 多株，山上的植被由此增
加了近百亩。

2003 年曾在省第六届残运
会获得射击项目铜牌的宁承东还
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参加 2010
年在淄博举办的省第八届残运
会。

周村一瘫痪农民

承包 500 亩荒山

4 月 7 日，东营市东营区胜利街道辛镇村专职民政助理员郝淑珍(右三)正在接受村民民政政策咨询。为更好地服务群众，胜
利街道配备 13 名专职民政助理员，构建了区、街、村“三级联动，服务直通”的新型民政工作网络体系。专职民政助理员现场
为群众调解民事纠纷，接受群众咨询，征民意，解民忧，受到群众欢迎。

□高 桦 娄红侠 报道民政助理助民解忧

沂源农产品
“穿衣戴帽”闯市场
□沈彦华 徐学亮 报道
本报沂源讯 “注册了‘山

尖尖’商标后，我们合作社产出
的鸡蛋每公斤价格比原来高出了
0 . 8 元，养殖户得到了实惠，合
作社效益也有了明显的增长。”
4 月 7 日，沂源县桃花山畜禽养
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克君满脸
喜悦地对前来走访的工商干部说
道。

近年来，沂源县通过大力发
展“商标农业”，让农产品“穿
衣戴帽”闯市场，使该县传统农
业焕发生机，促进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目前，该县已拥有涉

农商标 157 件，涵盖了种植、养
殖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 15 类
农副产品。

沂源县出台系列政策，鼓励
和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走“商标
农业”之路，对荣获省著名商
标、中国驰名商标的农产品及加
工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 5 万
元、 20 万元的奖励。借助品牌
带动的力量，目前全县以苹果、
葡萄、桃子、板栗、核桃为主要
品种的品牌农产品种植基地面积
达到 70 万亩，年产量 10 亿多公
斤，收入占全县农民总收入的
72% 。

□姜立新 建 梅
齐 军 报道

本报东营讯 3 月 11 日，东营海
鑫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投资 1 . 2 亿元的 1
万吨/年石油钻杆生产项目，在河口区
奠基动工，为河口“黄河口石油装备制
造业基地”建设再添亮点。

河口区地处黄河三角洲腹地，是胜
利油田的主产区，几十年来，石油装备
制造业在为油田提供技术装备保障的过
程中逐步发展壮大，已形成了集装备研
发、制造、服务于一体的较为完整的产
业体系。

2007 年以来，河口区委、区政府
确定打造“黄河口石油装备制造业基
地”，通过针对油田招商、专业招商等
方式，依托石油装备工业园，成功引进
了海润钢管、金舜钢管、海蓝德钻具等
一批石油装备制造业项目。

目前，河口区已有石油装备制造企
业 30 多家，以生产钻井工具、氮化防
腐油管、玻璃钢管等优势产品为主，
在全国石油装备制造业分工体系中形
成了专业特色。石油装备制造业已发
展成为河口区第三大工业支柱产业，
“黄河口石油装备制造业基地”雏形
已显。

黄河口石油装备

制造业基地显雏形

□王兆松 邓惠生 报道
本报惠民讯 “对我们农村党员干

部来说，实行培训学分制，既有了学习
的压力，也有了学习的动力，学习效果
比以前更明显了。”惠民县何坊乡常庄
村党支部书记赵长明说。

今年以来，何坊乡党委在农村党员
干部教育培训中，推行了学分制培训的
形式，有效提高了农村基层干部整体素
质。

该乡结合农村发展和农村干部实际
情况，以党的十七大及十七届三中全会
精神、涉农法律法规、市场经济常识、
农村实用技术等为培训主题，设置了相
关的培训课程，并根据课程的重要性不
同，对每门课程设定了不同的学分。同
时，该乡采取集中培训、个人自学、基
地实践锻炼等多种形式，对村“两委”
班子成员开展培训，要求每期培训村主
职干部不低于 30 学分、“两委”班子
其他成员不低于 20 学分，每年培训村
主职干部不低于 120 学分、“两委”班
子其他成员不低于 80 学分。

据介绍，学分制培训实施以来，已
举办培训班 6 期，累计培训村干部 660
余人次，培训合格率达 96％以上，有
效提升了全乡农村党员干部队伍的整体
素质。

何坊乡农村党员

干部培训推行学分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