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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苏本善 牛晓东

培训送到家门口

一大早，商老庄乡董庙村委大院就聚集起
许多群众。不多时，一个个精致的包子摆满了

笼屉，随着炉火加大，浓浓的香味顿时弥漫了
整个院落。

“真是太方便了，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课
学技术。”董庙村党支部书记孟祥锋说，县技
工学校带上教具，组织老师，把面点培训班设
在了村委大院，村民们再也不用跑近百里路到
县城去学习了。

贫困群众大都居住在偏远地区，特别是东
平湖库区移民距离县城都在百里左右，来往县
城十分不便。

针对这一情况，东平县技工学校开展“技
术培训进万家”活动，成立专门的培训领导工
作组，下设6个小组，组织6个工种的培训教师
上门开展培训。培训用车、原材料供应、设备
配置、维护保养等都制订出详细方案，村民不
用掏一分钱，就可接受培训。

为真正满足群众需求，增强培训效果，该
校组织人员到乡镇、村进行调研，面对面了解
群众培训需求、经营状况等，根据不同情况安
排培训内容，编印实用性强的培训教材，受到
了群众欢迎。

量身定制接地气

东平湖库区移民大都沿湖而居，水是当地
最大的特色。为充分用好当地资源，提高培训

的实用性，东平县劳动技工学校组织开展了
“农家乐”“渔家乐”专场培训。

在老湖镇后埠子村渔家乐培训现场，30多
名来自周边村的群众正聚精会神地观看老师作
示范。酥脯全鱼、百花大虾、蜜汁菱角，在一
旁的餐桌上，极具渔家风情的美食让人垂涎欲
滴。

“这些菜品都是在东平湖就地取材，绿色
健康，营养丰富，游客们非常喜欢。”正在现
场学习的村民李凤兰说，她现在经营着一家农
家乐，苦于自己缺乏技术，菜品花色少，技工
学校的培训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我们的培训充分考虑地理位置、从业环
境、市场需求、年龄结构等因素，确保培训项
目让移民群众用得着、能致富。”东平县技工
学校校长刘再胜说。

据了解，在每次培训前，东平县技工学校
都会向学员发放明白纸，通过座谈等方式与学
员进行沟通，充分掌握学员需求。培训结束
后，发放《征求意见表》，让学员对学校培训
安排、服务态度、教师教学等进行评价，不断
提高培训水平。

增强服务更贴心

“躬耕为民，真情人社”是东平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精心打造的服务品牌，也是东
平县技工学校不断的追求。“通过技能扶贫，
由‘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变‘输血’
为‘造血’，让移民群众彻底脱贫，是我们的
光荣使命。”东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
长李学东说。

为了让培训更贴心，东平县技工学校首先
在硬件提升上做足文章。该校投资150多万元
购置教练车10辆、51座大客车1辆，对汽车训练
场地进行改造升级；投资10万元，新上气油两
用灶、大型工作台等烹饪设备及大型烤箱、烤
饼炉等设备；师资方面，安排8名骨干教师赴
泰安、济南进行能力提升。

培训期间，为保证移民群众有足够的学习
时间，东平县技工学校的老师总是早出晚归。
有的老师孩子上学无人接送，只得拜托给亲戚
朋友；有的老师患病在身，为了不耽误教学，
趁晚上回家才打点滴。东平县技工学校教职工
用坚定的为民服务理念，在移民培训中写下了
浓浓的真情诗篇。

“培训一人、就业一人、提升一人、脱贫
一户、带动一片，是我们的工作目标。”刘再
胜说，2017年，该校将进一步提升培训效果、
增强服务水平，服务好全县中心工作，争取各
项工作再创新高。

□ 本 报 记 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付 野

让一线职工“发声”

“食堂菜品单一，中午吃饭十分拥堵。建
议公司的食堂增加服务项目，减少拥堵……”
这类一线职工的所思所想，都可以通过该公司
职工民主管理信息化管理平台得到关注和解
决。

国网泰安供电公司推动打造“互联网+民
主管理”模式，推广应用职工民主管理信息化
管理平台，深化“职工诉求服务中心”建设，
充实诉求受理、维权服务、困难帮扶、健康关
爱、会员服务5项功能，办理答复员工诉求55
条，得到了一线职工的认可。同时，公司畅通
职工民主沟通渠道，严格职工代表提案“立
案、交办、承办、督办、反馈”五个环节，使
公司提案办结率达到100%；每年组织开展征集
“我为企业献一策”合理化建议，采纳职工意
见实施37条，让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的关注和
关怀。

让一线职工“发难”

“一线职工没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能
不能给解决？”“巡线回来，工作服又湿了，
公司能不能配备一台洗衣机？”在国网泰安供
电公司，一线职工的“难处”，就是公司解决
的重点问题。

面对一线职工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该公司深入推进“职工小家”建设，以“职工

需求、职工满意”为导向，在公司科研生产基
地建设“职工之家”，包含健身室、女职工活
动室、棋牌室、书画室、职工书屋共5个功能
室并配备完善的活动设施，为职工开展活动提
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和便利的活动场所。同
时，还倡导健康生活、快乐工作的生活方式，
建立健康养生微信群，向职工发放健康书籍，
一线职工体检覆盖率达到100%。

让一线职工“发挥”

“曾经，安全帽上的天空被称为男人的天
下。而如今，安全帽里却有着盘起的秀发，巾

帼何须让须眉，做就最好如彩霞，誓为公司发
展奉献年华。”这是国网泰安供电公司读书协
会举办的一次活动中，一段打动人心的文字。

国网泰安供电公司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
指导推动职工成立了文学写作、书法摄影、足
球等12个协会组织，不仅丰富了职工文化生
活，也大大促进了和谐企业的创建。2016年，
公司职工1人荣获省公司主持人大赛“金话
筒”奖，原创歌曲《爱的正能量》获中央企业
志愿者之歌作词作曲三等奖，职工作品《你的
眼睛》荣获“中国梦·劳动美”第三届职工微
影视大赛“纪实铜奖”。

公司还广搭平台，让员工充分发挥才能。

公司承办“泰安电力杯”全市职业技能大赛，
组织“安康杯”、配农网工程比武等技能竞赛
和供电“服务之星”等劳动竞赛75项，组织动
员广大职工深入开展职工技术创新竞赛活动，
积极构建创新创效协同体系，完善市县一体的
创新专家库，实现创新项目全过程管控。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国网泰安供电公司连
续5年荣获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荣
获山东省职工技术创新竞赛示范企业；5个班
组分获山东省安全生产优秀班组、全国安全管
理标准化示范班组、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
班组、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全国工人先锋
号。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王峰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加强驻泰高校各志愿服务分

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技
能，推进驻泰高校无偿献血工作，4月20日，驻
泰高校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培训及素质拓展活动在
团市委青干部教育培训基地青青农场举行。

同时，泰安市驻泰高校无偿献血公益联盟正
式成立，标志着驻泰高校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网络
构建完成。泰安市高校无偿献血公益联盟作为社
会公益平台，将在今后的高校无偿献血工作中发
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记 者 曹儒峰
通讯员 郭 萌 报道

为提升员工身心健康，丰
富员工业余文体生活，4月15
日，泰安移动举办了2017年
“幸福1 + 1”员工登泰山活
动，引导员工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
入工作当中。市公司400多名
员工参加了活动。此项活动已
成为泰安移动一年一度的传统
赛事，迄今已连续举办13年。

□记 者 曹儒峰
通讯员 吴 擎 报道

本报泰安讯 4月9日上午，“健康中国幸福
新泰安”泰安市体育中心场地设施免费开放健身
展示活动在市体育中心拉开帷幕，太极拳、柔力
球、自行车、轮滑、空竹等20多种健身项目各展
魅力。据悉，自2014年8月8日起，为推动全民健
身，进一步提高体育设施使用效率，泰安市体育
中心在保证体校教学、训练及赛事的前提下，场
地设施免费对外开放。截至目前，累计接纳健身
群众近150万人次。

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举行市体育
中心场地设施免费开放展演活动，既是对3年来
体育中心开放成果的总结和展示，也是今后市体
育中心继续服务社会、服务市民的新起点。“今
后，我们将加强对场地、设施、器材的维护和更
新，保持优良的健身环境，协调好服务竞技体育
训练和服务全民健身的关系，切实提高场馆使用
效率和服务水平。”

□记 者 曹儒峰
通讯员 姚 文 侯文萃 报道

本报泰安讯 4月初，省科技厅公布第一批
“农科驿站”备案名单，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亓
家滩农科驿站、岱岳区道朗镇丰山农科驿站等43
家“农科驿站”榜上有名。

“农科驿站”是农业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采取线上与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方
式，着力打造一批集农科研发、农技推广、科技
精准扶贫、农村乡土人才培养、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等功能于一体，扎根于农村基层的新型农业科
技服务平台。作为广大科技特派员开展服务工作
的重要站点，帮助农村群众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技
术难题，推广先进农业技术。

泰安市43家“农科驿站”的获批建设，将成
为全市科技特派员的新型农业科技服务载体，充
分放大科技特派员在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中的重要
作用，为全市科技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强大助力。

东平县技工学校以技能培训拓宽移民致富路

“田间学校”成移民群众致富加油站

畅听职工所求，解决职工所需，关爱一线职工，国网泰安供电公司———

“家”暖了，职工的心就暖了
◆在国网泰安供电公司，职工的积极

性、主动性成为公司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

该公司时刻把职工所求所需放在第一位，让

职工深深感受到了企业的关怀和爱护，有力

地促进了企业和谐健康发展。

◆东平县有东平湖库区移民24 . 5万人，

是我省最大的移民县。2015年，为加快移民

脱贫，该县启动移民避险解困安居工程，重

点解决移民群众“安居”问题。

与此同时，该县将移民群众“乐业”问

题列上日程。东平县技工学校就承担了这一

重任。去年以来，该校立足本职，精心组

织，围绕部门、乡镇、企业开展培训，举办

“农家乐”“渔家乐”、面点制作等培训50

多期，培训移民4000余人次，拓宽了移民群

众致富脱贫的路子。

泰安获批建设

43家“农科驿站”

驻泰高校无偿献血

公益联盟成立

市体育中心累计

免费接纳健身群众

近150万人次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赵鹏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进一步改善城市空气环境质

量，实现扬尘治理规范化、常态化，按照省环保督
察组下发的《环保突出问题整改任务清单》有关要
求，4月20日至28日，泰安市城市管理综合整治办
公室、市建筑渣土整治管理办公室联合牵头组织
市城管局、泰山区、岱岳区等各城管执法部门，对
各自辖区内开展一次以建筑工地、建筑物拆除工
地、市政道路、管网施工现场、装修垃圾及空闲地、
堆场等扬尘查处为重点内容的集中执法行动。

此次行动旨在加大巡查力度和密度，对泰城
各类工地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摸排调查，并登记
造册建立问题台账，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泰城开展扬尘治理

集中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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