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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崔云蝶 报道）4月26
日，惠民县人社局按照上级统一部
署，携国创风能、国创风叶等14家
重点缺工企业、199个岗位需求信
息赴陕西汉中、渭南及贵州毕节开
展市级劳务协作对接工作。

该局与当地人社部门开展市
县级劳务协作座谈会，签订劳务合
作协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共同致

力于输送优质人才，为企业解决用
工需求，为劳动力提供就业增收机
会，为进一步加强两地劳务协作打
下良好基础。

下一步，该局还将继续做好后
续对接工作，通过加强与当地人社
部门的沟通，拓展劳务协作的深度
和广度，实现高效配置市场人力资
源，精准引进技能人才，为惠民企
业输送更多优质的人才。

惠民人社局赴陕西贵州
开展市级劳务协作对接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尹兆强 王延军报道）为引导
广大党员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扎实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4月28日，邹平市好生
初中党支部开展了“重温红色历
史，传承奋斗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党员到省级党史教育基地
——长山中学民族魂纪念馆参观

学习。
此次活动，让大家深入了解长

山中学以马耀南校长为代表的热
血青年发动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
义的光荣校史，使广大党员接受心
灵洗礼。大家纷纷表示，将传承革
命先烈红色基因，在各项工作中持
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优异成绩
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好生初中党支部组织党员
参观长山中学民族魂纪念馆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张飞飞 毕艺琳 报道）为扎实
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近日，滨
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了党史
知识竞赛活动。

本次知识竞赛采取闭卷答题
方式进行，试题由单选、多选和判
断题三部分组成，涵盖了党史、新
中国史和改革发展史等内容，竞赛

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选手们沉着应
战，积极答题，展现出滨城执法队员
一心向党的理想信仰和坚定信念。

该局通过开展党史知识竞赛
活动，加深了全体党员对党的历史
以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
理解，营造了以赛促学、以学促用、
融会贯通的良好学习氛围，增强了
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开展党史知识竞赛活动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克拉玛依市新貌。图片由克拉玛依日报社提供。

“当年我赶着马群寻找草地，到
这里勒住马我瞭望过你，茫茫的戈
壁像无边的火海，我赶紧转过脸，向
别处走去，你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
也不飞，你没有歌声没有鲜花没有
人迹……”这首曾在大江南北广为
传唱的《克拉玛依之歌》，反映了克
拉玛依昔日的荒凉和建设者创业戈
壁滩的艰苦历程。

克拉玛依，维吾尔语意为“黑
油”。

1955年7月，由8个民族、36名
工人组成的青年钻井队挺进克拉玛
依。这里荒无人烟，自然环境十分
恶劣，最高温度超过50摄氏度，冬
天低温达零下40摄氏度，用水要到
40公里外用骆驼驮，十三级大风能
把帐篷刮起。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青年钻井
队打出了克拉玛依一号井。一号井
位于克拉玛依市区东南，1955年10
月29日，一号井喷出工业油流，日
初产原油3.7吨，成为克拉玛依油田
发现的标志。在1956年的国庆典
礼上，书写着“1956年发现的大油
田——克拉玛依”的大型彩车在天
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检
阅，新中国的第一大油田诞生了！

如今，克拉玛依一号井已经成
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成为
克拉玛依最具知名度的旅游景点。
2017年 10月，克拉玛依一号井入
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作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
地，克拉玛依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
和丰富的石油工业历史文化，为发
展独特的红色旅游提供了有利条
件。同时，克拉玛依人与生俱来的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成为激励克拉
玛依市继承先贤、不断创新、超越自
我的精神武器与动力之源，也全部
化为以一号井为主体的红色旅游精
神内涵。

近年来，克拉玛依市抢抓红色
旅游发展良好契机，充分整合辖区
内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打造红色
经典线路、石油工业主题线路、研学
体验线路等多条经典旅游线路，受
到了全国各地游客的喜欢。据统
计，2015至2019年，克拉玛依市以
一号井为核心要素的石油工业红色
旅游人数呈逐年增长趋势。2019
年累计接待游客达588.3万人次，增
长40.9%。尤其是境外游客人数及

疆外游客呈逐年递增趋势，占比约
38.67%。红色旅游已成为克拉玛
依市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11月16日，“克拉玛依
一号井红色旅游典型案例”以“创新
创意引领红色旅游规模集聚发展”
成功入选全国红色旅游发展典型案
例。

60多年来，作为新中国第一个
大油田，新世纪西部第一个千万吨
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连续28年原
油生产箭头朝上，持续18年稳产千
万吨以上……令世人惊叹！而今，
随着玛湖和吉木萨尔两个10亿吨
级大油区的发现，克拉玛依再上潮
头。

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克拉玛
依市与油田相伴相生，经过60多年
的艰苦奋斗，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
生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等一
系列荣誉“花落”克拉玛依，美丽油
城令世人瞩目。

克拉玛依市如今已建成全国重
要的石油石化基地，已形成集油气

勘探开发、工程技术服务、石油炼
制、石化下游产品加工为一体的现
代化石油工业体系。同时，克拉玛
依市加快推进城市转型升级和经济
产业结构优化，日益成为一座经济
充满活力、环境充满魅力、社会繁荣
和谐、人民生活富裕的新兴现代化
石油城市。

如今的克拉玛依，城市美丽洁
净，现代气息浓郁，克拉玛依河仿佛
一条玉带镶嵌城中，河两岸小桥流
水，绿树成荫，市民悠然漫步。入
夜，喷泉广场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喷
出的五彩水柱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宛如江南水乡。

从吕远《克拉玛依之歌》中“没
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的一
片荒漠戈壁，到易中天《克拉玛依
赋》中“妩媚千姿，可比绿野将萌；风
情万种，最是华灯初上……是塞北
却似江南，无渔舟而有晚唱”的人间
胜景，克拉玛依这个中国石油工业
的西圣地、祖国大西北的一颗黑宝
石，正成为“一带一路”上一颗闪亮
的明珠。

短评

高扬克拉玛依
精神之帆

一口井崛起一座城！是什么
力量让克拉玛依从亘古荒原变成
沙漠美人、戈壁明珠？

“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
死心。”回望石油城60多年的发展
历程，克拉玛依人走过的正是一部
艰苦奋斗创业史、无私奉献报国
史、敢为人先创新史、创造和谐利
民史、石油精神传承史、爱党兴国
光荣史，更锻造了令国人骄傲的石
油精神和克拉玛依精神。这精神，
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党领导克拉玛
依现代化石油工业建设、改革的全
过程；像一根柱石，挺起了克拉玛
依人的脊梁；像一泓清泉，滋润了
克拉玛依人的精神家园。

从历史走向未来，需要我们继
续弘扬石油精神和克拉玛依精神，
在新时代谱写石油城高质量发展
的崭新篇章。（张兆耕）

▶1958 年国庆节，横穿塔
克拉玛干沙漠的石油地质队在
沙漠举行升国旗仪式。图片由
克拉玛依日报社提供。

一口井崛起一座城
克拉玛依日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兆耕

拍卖公告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年5月11日上午10时在邹平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利用中拍平台

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房屋租赁权：参考价1.14万元/

年，承租年限为五年，竞买保证金1

万元/间。标的位置：该处房屋位于

邹平市黄山二路南侧、新华书店西

邻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21年5月10日17时前将规定数

额的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账户（户

名：山东黄河口拍卖有限公司，开户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邹平支行，账号：9370 0001

0054 6488 91）以到账为准。并于

2021年5月10日17时前持有效身

份证件及汇款凭证到邹平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三楼窗口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不成交保证金无息退回）。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1年5月10日16：00

报名时间：2021年5月9日至

2021年5月10日16:00

联系电话：19954156996 张

经理

公 司 网 址:http://www.

hhkpm.com

中 拍 平 台 ：http://paimai.

caa123.org.cn/

山东黄河口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30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8年 12月 22日在惠民县孙武街道南关菜市场捡

拾女性弃婴一名，身体健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惠民县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
0543-5321523，联系地址：惠民县乐安三路 288 路。即

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惠民县民政局

2021年4月30日

广大市民朋友：
因黄河四路渤海十六路

（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楼
房进行整体装修，位于（原人社
局）一楼的滨州市中医医院慢
性病门诊（西区）自2021年5
月1日起暂时停诊，停诊时间
约一个月。复诊时间敬请等候
通知！停诊期间，在（西区）门
诊购药的患者可暂时去滨州市

中医医院慢性病门诊（东区）

（渤海九路黄河九路北200米

路东、中医院西门）购药，由此

给群众造成的诸多不便，深表

歉意，敬请谅解！

如有需要，可咨询电话：东

区门诊3350099、3213679

滨州市中医医院
2021年4月26日

滨州市中医医院慢性病门诊（西区）
停诊公告

受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
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 5月
10日上午9时在本公司拍卖厅
对滨城分局查封的滨州市滨城
区滨北办事处爱之源孕婴用品
店房屋使用权及店内商品一宗
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有意

竞买者请持合法有效证件到本
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交纳
竞买保证金2万元。

报名截止日:2021年5月9
日16时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18854326962

滨州瀚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30日

瀚丰拍卖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邵兵 张丽敏 报道）近日，阳
信管理部积极响应市公积金管理
中心开展的“三进”行动号召，走进
多个在建地产项目开展“送政策进
楼盘”活动。

在各售楼中心，该管理部工作
人员现场为楼盘销售人员详细讲
解公积金政策、贷款申请条件以及

需要准备的材料、业务办理流程、
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等具体要求和
注意事项，并耐心解答各类问题。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有力提高
了公积金政策的社会知晓度，提升
了楼盘销售人员服务水平和专业
能力，实现了贷款服务前移，缩短
群众贷款办理时限，打通了公积金
政策宣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阳信公积金管理部
开展“送政策进楼盘”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
春 通讯员 崔云蝶 报道）近日，《山
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21 年
2-3期以“惠民县何坊街道：就业扶
贫育‘新根’”为题刊发惠民县就业
扶贫先进做法，向全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系统推广。

据了解，《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由大众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是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唯
一公开发行的期刊。以下是原文：

从“一村一品”到扶贫产业，从
增设公益岗位到扶贫车间，从落后
村到先进村……山东省惠民县何坊
街道重点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因
地制宜，努力构建立体化、多元化脱
贫路径，努力做到村村有扶贫产业、
户户有增收门路，贫困群众生产生
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立足产业扶贫，走出
农村致富路

“贫困户来免费领养架子牛，当
养到可以卖的时候，我们就以市场
价收购，然后从中扣掉买架子牛的
钱。”惠民县何坊街道大李社区党总
支委员、福财肉牛养殖合作社理事
长刘清华说，“这样既解决了贫困村
民买牛的资金问题，也解决了他们
的销售困难，一举两得。”

借助传统牛养殖产业，采取“合
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优先与符
合条件的贫困户签订养殖收购合
同，统一合同保护价收购，降低了养
殖户的饲养风险。现合作社与20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了为期3年
的帮扶协议，为有能力的贫困户通

过直接提供劳动岗位、提供幼牛、提
供资金、无偿提供牛棚等方式带动
贫困户脱贫致富，现已带动10余个
村的30余户贫困农民加入合作社
从事养殖业。在帮扶贫困户的同
时，合作社还辐射带动了全县及周
边地区养殖户300余户。

改善村容村貌，激发
贫困户内生动力

夏日的何坊街道沙耿村，放眼
望去，红瓦白墙的房屋排列整齐，波
光粼粼的绿水绕村而过……这与三
年前的沙耿村判若两样。当时的沙
耿村，废旧低洼地和芦苇滩很多，结
合村里的实际情况，重新开挖整理
低洼地和芦苇滩，进行池塘清淤、污水
处理、护坡改造，全面提升池塘及其周
边的环境，努力打造村民“家门口的花
园”。经过升级改造，原来的低洼地、
芦苇滩摇身一变成了观景塘。

2018年至今，该村已经陆续开
发了200多亩低洼地、芦苇滩，建成
了湖畔人家农家乐，池塘也养上了
鱼、鹅。现在，村里的年收入已经超
过了13万元，不但使村里大部分公益
事业开展基本不用让老百姓花一分
钱，还可以带动村里13名贫困户通过
养殖和公益性岗位实现脱贫增收。

史马村村民马青松也是通过闲
散宅基地整理，改善村庄环境的受
益者之一。他在家开办了蔬菜电商
店，随着生意越来越红火，原先的自
家庭院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急
需扩大生产空间，于是借着清理闲
散地的机会，承包了自家房前200
多平方米的空地，建起了新厂房。
马青松说，“村里可解决了我的大问
题，这片空地每年只交给集体200
多元使用费就行了。”现在每天营业
额达10多万元，同时，带动10多名
村民通过分拣蔬菜等工作，每人每
天增收60元。

据介绍，何坊街道通过改善村
容村貌，规范清理农村闲散宅基地

450多亩，清理闲散土地1569亩，
对清理出来的“空地”实行一个政策
管理，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商则
商、宜游则游。规范农村宅基地和
清理闲散土地工作让全街道村集体
增加收入90余万元，已经全部消灭
了空壳村，同时带动1600余名群众
通过打零工、加工手工活增收，为乡
村振兴提供基本保障。

深化政策扶持，因地
制宜建扶贫车间

在美灿工艺品公司的扶贫车
间，一辆装满用宽条布带编制的收
纳盒的大卡车正整装待发。这家创
办于2016年的扶贫车间是何坊街
道第一家小微企业，安置了十余名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就业。该公司定
期到附近农户家里收活儿放活儿，
更是把工作岗位送到出行不便的贫
困户家里，用公司负责人张辉的话
讲，公司招人优先考虑贫困劳动力
就业，因为他们会更珍惜这个工作
岗位，需要加工的零活儿，也是先送
到贫困户家里，让无法外出、无业可
就且有能力干活儿的贫困户依靠自
己的双手就业、就地脱贫。村民岳
智英干编织已经3年多了，她每月
能挣2000余元，挣钱管家两不误。

“扶贫车间解决了贫困户自主
发展产业的三大难题，第一个解决
了贫困户自主前期投入资金不足的
问题，第二个解决了贫困户文化水
平不高、缺乏技术的问题，第三个解
决了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抗风险能
力不强的问题。”何坊街道分管扶贫
工作的党工委副书记李大伟说。

立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
际，精心谋划、积极探索、统筹推进
就业扶贫车间建设，在帮扶政策、财
政资金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何坊街
道探索出了一条以扶贫车间为载
体，帮助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

“造血式”扶贫路子。
目前，何坊街道辖区内扶贫车

间总数已增至12家，吸纳就业900
余人，其中贫困劳动力50余人，人
均月增收入近千元，扶贫车间已成
为村民稳定就业的“蓄水池”。

实行灵活就业，创造
岗位助力脱贫

“受疫情影响，俺暂时没出去打
工，得知街道上有临时公益性岗位
后便报了名，既可以为疫情防控出
力，又能有一些收入。”贫困户耿丰
芹说，该街道开发的临时公益性岗
位，可以说是及时雨。在何坊街道，
像耿丰芹这样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无就业收入的贫困劳动力不只
她一人，为了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该街道及时组织专门力量对建档立
卡贫困户务工情况进行摸底排查、登
记造册，并同县人社局等部门及时沟
通，紧急开发了村街防疫消杀、排查
巡查等临时值守岗位，对暂未外出就
业的贫困人员，根据个人实际和意愿
全部安排到村街公益性岗位。

为了保障部分贫困户生活，该
街道就地开发消毒、保洁和测温等
临时性扶贫公益岗位，139名贫困
劳动力到村街公益性岗位上岗就
业。另外，该街道重大项目开工也
优先聘用贫困劳动力。渤海新苑安
置区项目一期工程投资1.5个亿，目
前正在进行下面层铺、绿化、机电安
装等配套工作，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9%。王德玉来这里干活，每天能
挣一百七八十元，多劳多得，为家庭
增加一份收入，并且离家近很方
便。现场五六百名工人都是临近村
的村民，一些还是像他一样的脱贫
户。

截至目前，何坊街道农村公益
性岗位已安置贫困劳动力上岗
13050余人次，临时公益性岗位已
安置贫困劳动力上岗12390余人
次，发放岗位补贴82万余元，帮扶
贫困家庭287人就近就地就业，实
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目标。

《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刊登惠民县就业扶贫先进做法

惠民县何坊街道：就业扶贫育“新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