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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临沭讯 （通讯员李成
彬）郑山街道宅子村农民刘洪波以
前在外打工，由于缺乏技术，只能
干些建筑、搬运等重体力工作，每
个月也就挣个千儿八百的工资。通
过参加县里举办的柳制品加工培训
班，他掌握了白柳编制的技术，在
附近一家柳编公司找到工作，每月
轻轻松松就能赚到2000元工资。临

沭县推出的各类就业培训已成为劳
动者由“体能型”向“智能型”提
升过渡的“黄金跳板”。

临沭县的化肥产业、柳编产
业、机械制造产业等都有着传统优
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增强技
能培训的目的性和实效性，临沭县
围绕县域经济发展需要，按照“以
培训促就业、以就业谋发展”的思

路，针对不同劳动者群体，发挥现
代技工学校等10余所民办培训机构
作用，开设化工、柳编、机电设
备、计算机、服装等具有地方特色
的专业课程，加强农民工、下岗失
业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的技能提
升。同时，引导企业职工开展岗位
培训和“劳动之星”技能比赛等各
种形式的技能比武活动，在企业内

部营造学技术、用技术、强技
能、保就业的良好氛围。朱仓乡
复员退伍军人李培东参加县里组
织的创业培训后，在专家志愿团
指导下，通过银行贷款扶持，创
办了生旺养殖场，目前已经发展
200余家中小型连锁养殖场，年销
售收入700余万元，利润300余万
元。

让劳动者由“体能型”向“智能型”提升过渡

临沭农民工培训“看谱点菜”

8月9日，沂南县青驼镇冯楼村
桃农冯其敏(左二)在自家桃园里把
刚采摘的 1100 多公斤鲜桃卖给了
前来收购的江苏客户。他高兴地
说，地头市场真方便。为帮助农民
拓宽增收致富路子，该镇引导各村
在经销商上门收购的基础上组建起
地头交易小市场，村民在田间地头
就能将自家的农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目前，
该镇已设立近三十个村头、地头小
市场，年实现农产品交易额 8000

多万元。 （周文刚 摄）

地头小市场
受欢迎

本报昌邑讯 (记者王星)“优先安排
宅基地、优先推荐到村办企业工作、优先
入住老年公寓、优先享受困难救助。”为
解除女孩家庭所有的后顾之忧，围子街道
于家郜村明确规定了女孩家庭在村里享有
的“特权”。

于家郜村经济实力较强，因此该村并
没有把计划生育当作一项单独工作来抓，
而是巧妙地与物质分配机制有机结合起
来，综合实施工作。同样是申请宅基地，
计生户优先考虑，女孩户优先得到，而且
建房时还有可观的补助：每户补贴11万
元。该村企业主营是纺织，因此女孩户只
要有意在本村就业，基本不用排队等候。

另外，村里还勇于破旧立新，对上门
女婿格外重视：在发展党员、推荐干部
时，注重推选有才干的上门女婿，真正
使上门女婿住得下、能致富、有发展，
使女孩户真正感受到村民的关爱和尊
重。同时，为照顾女孩户，村里积极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在田间安装喷灌设
备，春种、秋收村里统一安排，家家户
户通上了自来水，从而实现了有无男劳
力都一样的局面，彻底解除了女孩家庭的
后顾之忧。

一系列的利益导向机制，让诸多女孩
户在内的计生户倍感优越、舒心，该村也
连续28年没有发生一例违法生育。

为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提高市场竞争力，利津县农村
信用社开展了“服务标准化工
程”，规范服务流程，美化服
务环境，提高服务质量，促进
各项业务又好又快发展。截至
7月底，全社存款24 .86亿元，
增幅19.72%。 (李金华)

近年来，利津联社立足自
身实际，抓好“五个结合”，
积极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取得
了实效。一是与日常工作相结
合；二是与规范化服务相结
合；三是与合规文化相结合；
四是与案件防控相结合；五是
与改进工作作风相结合，推进
了活动有效地开展。(王永)

“服务标准化工程”

提升服务水平

利津联社“五个结合”

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

本报无棣讯（通讯员杨景成）
无棣县不断扩大就业渠道，帮助社
会弱势群体、闲置人员以及农村富
余劳动力等尽快解决就业问题，促
进全县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
展。

陈树栋是一名右下肢丧失劳动
能力的残疾人，经过县劳动部门培
训后，现在是无棣方正不锈钢制品
有限公司的一名滚丝操作工，月工
资2400多元。像陈树栋一样，近两
年来，无棣县有近3000名残疾人实
现了就业。该县劳动就业部门和残

联为广大残疾人“量体裁衣”，联
合开办家电维修、缝纫、计算机、
糕点制作、电气焊等多个适合残疾
人学习和就业的职业技能培训，今
年上半年，已开办培训班两期，共
培训各类残疾人近200名。该县还建
立健全以县实训基地为龙头、以各
部门和乡镇(街道)培训为辐射的培
训体系，把就业培训延伸到基层，
深入到群众中间，小泊头镇劳保所
通过渔网加工培训，带动了周围近
5000人从事渔网加工业。同时，加
大资金支持力度，拨付就业培训专

项资金106万元，并且加强对各定点
培训机构的监管力度，不断提高培
训质量和效能，实现了培训资源效
益的最大化。

无棣县还积极开发公益性岗
位，安置“ 4050 ”等就业困难人
员 91 人。自今年 1 月份起，开展
“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温
暖”为主题的“就业援助月”专项
活动和“进城求职，帮你解困”为
主题的“春风行动”，引导和鼓励
县内企业开发就业岗位，有力地促
进了农民工就业转移。

于家郜村“四优先”

解决女孩家庭后顾之忧

帮助弱势群体、闲置人员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

无棣全方位编织“就业网”

8 月 8 日晚，成武县工业园区
东张庄村张伟老汉一家早早吃过晚
饭 后 ， 便 召 开 家 庭 “ 就 业 增 收
会”。张老汉首先发言：“秋季种
植蔬菜很关键，关系到春节蔬菜上
市种类，咱全家合计合计，看看今
秋种植啥蔬菜合适。”

张老汉全家9口人，除了三个
上小学的孙子和孙女，算上张老汉
老两口共有6个劳力。种植蔬菜是
张老汉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去年人

均收入7000多元。
“我觉得，今年咱家应该种白

菜。去年白菜卖不出去，估计今年
种植面积会减少，有可能卖个好价
钱。”大儿子张建说。

大儿媳接过话茬：“不能再种

了，白菜虽说好管理，但指望它卖
不了钱。你看人家种大棚黄瓜、西
红柿，直接和蔬菜超市对接，价钱还
高。今年咱们也应该学学人家。”

二儿子张海接着说：“现在提
倡土地流转，我想把地让给别人。

开一家饭店，位置都选好了，就在
开发区市场。”

张老汉一听不放心了：“开饭
店，能行吗？”“爹，咱们饭菜可口，再
实惠一点，生意肯定兴隆。”

最后，张老汉总结说，老大媳
妇说得有理，大路菜是不能再种
了。对于老二的想法也可以试试。
现在国家富民政策多，农民经济收
入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

本报通讯员 袁广义

坐落于莱
州市三山岛街

道吴家庄子村，土地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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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土地证号：莱宅集用(90)
字第03160726号土地证丢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二叔快着点，再磨蹭就
不等你了。”沾化县黄升镇大
新村村民张仁彬焦急地说。

今年夏天，村里在远程教
育教室和“农家书屋”三个大
房间专门装上空调，播放远教
节目，为群众铺就了一条致富
路。“这里不但能纳凉还能学
知识，我们种啥、养啥都心里
有数了！”养殖大户姜文清高
兴地告诉笔者。近几年，他和
很多村民都热衷从远教节目中
充电，收益明显。

(颜新良)

张老汉家的“就业增收会”

黄升镇农民

晚上“充电忙”

本报平邑讯（通讯员廉
振）近日，刚刚卖完2亩西红
柿的平邑县魏庄乡东故县村农
民周天全喜不自禁地说：“庄稼
一枝花，全靠信息来当家！”

平邑县是典型的农业大
县，但过去一些特色种植没有
形成规模，销售渠道少。于
是，该县一些头脑灵活的田秀
才、土专家作为“特派员”和
“信息大使”到外地“出访”，

“信息大使”注重了解市场的供
求趋势，学习外地先进的农业
技术，并及时将这些信息、技术
带回来，指导当地农民的生产
经营。截至目前，该县已有 800

多名“信息大使”源源不断地把
平邑县的蔬菜、果品、生猪、金
银花等优势农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平邑农家

“信息大使”出访忙

本报汶上讯 (通讯员张
祥寅 刘长春 刘波 李惠)

“不见炊烟起，但闻饭菜香。”在
汶上县寅寺镇小楼村，这已成
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村做
饭、照明净用沼气，干净、方便
又实惠！”谈起这些，小楼村支
部书记何敬松喜不自禁。

寅寺镇做好全镇沼气建设
的组织规划、具体实施、检查
验收、跟踪服务。与各村签订
了沼气池建设目标责任书，安
排专人负责。多方筹措资金，
加大补贴力度，给予每口补助
500元，对完成15口以上的村
居，每口奖励50元。采取现场
培训、入户指导的方式，让用
户明白沼气安全管理操作规
程，确保全镇农村户用沼气池
安全使用。

寅寺镇沼气工程

惠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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