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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助力冬闲“不闲”

今年以来，垦利县农村信
用社结合农村文明信用工程建
设，对信誉好、有干劲的村民优
先发放贷款，重点扶持，帮助不
少村民成了蔬菜种植专业户。
为了扩大经济效益，在信用社
的大力帮助下，这些专业户纷
纷建起蔬菜大棚，进行科学种
植，学会适时种植，巧打时间
差，一年能种三茬菜一茬粮，四
季供应不断，实现了年收入翻
番。 (王丽华 张丽娜)

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今年以来，垦利县农村信
用社在增强全员优质服务意识
上下功夫，通过强化技能培训、
创优网点环境、大力宣传金融
产品等多种形式，提升该社服
务水平，在工作中力求达到“四
个过硬”，即专业知识过硬、业
务技能过硬、服务礼仪过硬、网
点环境过硬，实现由“一般化服
务”向“规范化服务”的转变。
(王丽华 张丽娜)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为营造高效、安全、良好的
运营环境，垦利县农村信用社
积极动员全体员工从自身做
起，通过发放法制宣传资料、绘
制法制宣传板报、村广播等形
式宣传法律法规知识。信贷员
借助此次宣传活动，重点走访
赖债户、钉子户，通过宣传信贷
法律等国家相关法律知识，为
不良贷款的清收工作寻找突破
口。(王丽华 张丽娜)

创新晨会形式

激发员工参与热情

为充分发挥晨会的积极

作用，垦利县农村信用社一改
以往沉闷的由主任安排工作、
传达文件、通报经营情况的传
统模式。由员工根据抽签结果，
轮流主持。员工结合自身岗位
进行业务点评等相关内容。通
过业务点评环节，使员工及时
掌握了新业务和新产品，为该
社日常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王丽华 张丽娜)

狠抓业务技能成效显著

长期以来，垦利县农村信
用社狠抓全员业务技能，不断
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效
率，在全社上下形成了“比学赶
超帮”的良好氛围，有效提高了
该社的整体服务水平。通过开
展此项活动，不仅激发了员工

“创先争优”的进取精神，而且
充分展现了垦利县农村信用社
全体员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王丽华 张丽娜)

以学习促提高

以规范促发展

为进一步提升全体员工的
综合素质，持续增强对业务发
展的保障能力，实现安防工作
的综合抓、经常抓、全员抓，垦
利县农村信用社时刻以学习促
提高，以规范促发展，组织全体
员工进行了《垦利县农村信用
社安全保卫标准化管理》知识
的学习，由经验丰富、阅历深厚
的老员工具体讲座，采用幻灯

片投影的形式，切实做好安保
预防工作，确保农信社各项工
作的稳健运行。(王丽华 张丽
娜)

扎实开展党务公开

垦利县农村信用社党委严
格落实党务公开责任制，明确
党务工作各个环节的责任。党
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公开
内容的全面性、真实性负具体
责任，及时向领导小组提出公
开方案，报告公开情况，同时负
责对公开的形式、内容及实施
情况进行督查，建立党务公开
定期督查制度，对发现的问题
限期整改。党务公开领导小组
不定期对各基层党支部进行抽
查，并对抽查情况进行通报，积
极稳妥地推进党务公开工作。
(王丽华 张丽娜)

加强案防日常基础

工作考评

近期，垦利县农村信用社
对所辖营业网点基层负责人的

《案防工作日志》登记情况进行

了考评。通过这次考评，提高了
基层社负责人对案防日常基础
工作的认识，督促他们按时，全
面的完善案防日志。为切实达
到防范案件风险目的，实现案
件防控工作全面落实、重点突
破、质的提高目标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王丽华 张丽娜)

积极开展反假币工作

为了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提高社会公众反假货币意识和
识假、防假能力，维护人民币正
常流通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
垦利县农村信用社认真开展

“反假币宣传活动”实施方案，
采取电子宣传横幅，张贴宣传
标语，制作宣传版面、设立反假
币宣传展台等多种形式，大造
声势，营造了浓厚的反假币宣
传氛围，活动收到较好成效，受
到了辖内群众的一致好评。(王
丽华 张丽娜)

推行“一学二查三比四看”

活动

为进一步强化“强服务、促
转型、谋跨越”的总体工作思
路，全面改进工作作风，有效提
升工作水平，争创一流工作业
绩，继续推进“一学二查三比四
看”活动。近日，垦利县农村信
用社组织全体员工开展了业务
技能测试，包括点钞、珠算、翻
打百张传票等内容，有效提升
了该社业务技能水平，推动服
务水平更上层次。

(王丽华 张丽娜)

狠抓制度落实

促进合规建设

垦利县农村信用社利用
晨会和例会组织员工认真学
习相关文件及制度，从根本上
保证了员工工作的规范性和
安全性。同时根据该社实际情
况制定了相应的内控措施，进
一步规范了负责人、主管会计
履职、临柜人员柜面操作等工
作流程和员工休假顶岗制度，
为该社各项工作的正常有序
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王丽华 张丽娜)

东营市企业用工和农民工就业形势调研报告出炉

待遇不“留人”企业招工难
本报记者 李金金 本报通讯员 高钧

调查结果显示，除经
济增长和人口负增长等客
观原因外，造成企业用工
缺口现象还有企业自身的
原因，如员工工作时间长，
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差
等。从24家企业抽样调查
的情况看，工作时间在8小
时以内的企业 1 1 家，占
46%；工作时间在8—12小
时的企业5家，占21%；其他
的企业工作时间更长。个
别企业对职工的合法权益

保障缺乏重视，比如，没有
按照规定发放各种福利、，
安排员工休息或休假、执
行加班薪酬、与员工签订
劳动合同、为员工缴纳社
会保险等。

个别企业生产生活环
境不好，部分生产车间受生
产工艺限制，环境条件差，
求职者不愿意到这类企业
就业。如部分化工企业，虽
然工资较高，但员工不愿意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期工作，

造成年年进人，年年流失，
年年缺工的“怪圈”。有的企
业实行家族式管理方式，管
理人员对待新员工态度比
较生硬，缺乏人性化关怀，
造成企业“留人”困难。员工
业余文体生活单调，各种文
化配套设施不够完善，给外
地工作者尤其是高层次人
才的业余生活带来困扰。一
些企业的研发、设计等高技
能水平专业人员只有远走
他乡。

上一代农民工是以
打工挣钱为主，而新生代
农民工侧重于自身的发
展，更加注重自身权益的
保护，希望企业提供更好
的生产生活环境。择业观
念的不同，导致不少年轻
的劳动力不愿安于现状，

热衷于寻找属于自己的
梦想。即使是在企业工作
的人员，也因企业待遇、
环境等因素不能满足个
人的期望值而频频跳槽，
增加了企业用工的不稳
定性。

从调查情况看，求职

人员尤其是高校毕业生就
业观念受世俗影响较大，
总认为家里辛辛苦苦培养
出来的大学生在市内企业
打工拉不下脸来，抹不开
面子，多数人认为只有到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上班
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就业。

报告建议，根据企业
的需求情况和劳动者的实
际，政府应搭建好就业服
务的平台，要深入乡村和
农户，摸清劳动力的存量
现状、分布范围，劳动者的
年龄构成、求职意向等。当
企业提出用工计划时，可
以有针对性地安排招聘。
强化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机构的职能，充分发
挥公共就业服务基层平台
的作用，使各项鼓励就业
创业的政策、各企业的招

聘信息等，能够及时地传
达到家家户户。发挥好现
有职业指导师的作用，为
求职者提供免费的职业指
导，鼓励他们合理选择就
业方向和适宜的工种。

政府要充分发挥好人
力资源市场的供求平台作
用。同时，根据企业需要，
组织开展专题招聘、专场
招聘等活动。根据企业实
际需要和承受能力，有组
织地开展市外推介活动，
吸引外地人员来东营就

业。
政府还要站在为企

业服务、为职工服务的角
度，选择合适的课题，加
强对职工的就业教育、技
能教育，培养高素质的职
工队伍。要研究制定一套
行之有效的用人考核体
系，将各企业用人状况作
为经济目标考核的一个
组成部分。让职工和企业
心贴心，让规范的用工模
式成为吸引人、留住人的

“软实力”。

报告指出，破解用工
难，关键在企业。提高工资
待遇，以“回报”留人。各企
业要树立和强化“善待员
工就是善待自己”的观念，
逐步提高劳动者工资报酬
和福利待遇，并建立工资
正常增长机制。从调查看，
遭遇“招工难”的企业绝大
多数是工资待遇、食宿行、
环境卫生条件相对较差、
人文环境欠佳的企业。另

外，要依法保障职工的合
法权益。作为企业，对劳动
强度、工资福利、社会保险
等都要按照《劳动法》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该遵守
的要遵守。企业要采取行
之有效的措施，真正做到
以待遇留人。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
处流”，任何一个人都有实
现自身价值的愿望。企业
要做好令人奋进的中长期

发展规划，至少在企业内
进行广泛的宣传，使每一
位员工都能看到企业美好
的发展前景，使每一位员
工都能够看到自己的发展
方向。企业要舍得在职工
教育和培训上增加投资，
除了技能培训，还要进行
必要的爱岗敬业教育，大
力宣传和培养正确的人生
观，就业观。增强建设家
乡、服务家乡的责任感。

本报12月15日讯(通
讯员 邓洪涛 王子刚

记者 嵇磊) 记者在
东营市公安局了解到，

“清网行动”在12月15日0

时结束。东营市公安机关
在“清网行动”中共抓获
各类网上逃犯703名，其
中追回行动前网上逃犯
344名，下降率为85 . 57%，
故意杀人逃犯清网率位
居全省第二位，全市交警
部门已追回全部逃犯。

“清网行动”中，市、
县两级公安机关主要领
导担任行动领导小组组
长，市局相关警种密切配
合、强力推进，一线实战
单位采取超常规措施，综
合运用政策规劝、专业追
逃等多种方法手段，取得

了重大战果。行动以来，
全市共抓获各类网上逃
犯703名，其中，本地逃犯
442名，外地逃犯261名，
追回行动前网上逃犯344

名，下降率为85 . 57%。其
中，相继抓获了命案逃犯
3名、潜逃10年以上逃犯
28名，集中体现公安机关
核心战斗力的故意杀人
逃犯清网率位居全省第
二位，全市交警部门已追
回全部逃犯。

据悉，2011年5月26

日，公安部部署开展了为
期约7个月的网上追逃专
项督察“清网行动”，以

“全国追逃、全警追逃”的
力度缉捕在逃的各类犯
罪嫌疑人，行动截止到12

月15日零时。

“清网行动”结束

东营追回网上逃犯703名

本 报 1 2 月 1 5 日 讯
(通讯员 马霞 宋星
刚 记者 嵇磊 ) 在
路上开车发生点刮碰，
并打起了敲诈勒索他人
的主意，向王先生勒索
了9 0 0 0元现金。7日，东
营公安分局文汇派出所
成功抓获了这名敲诈勒
索他人的犯罪嫌疑人。

1 1月 1 8日，家住西
城的王先生驾驶着蓝色
高尔夫汽车行驶至西二
路 与 济 南 路 交 叉 路 口
时，与对向行驶的一辆
牌号为鲁E 6 5 * * *的桑
塔 纳 2 0 0 0 发 生 轻 微 碰
撞。随即两名车主下车
处理此事，并发生了打
斗。感觉势单力薄的桑
塔纳车主徐某便打电话
叫 来 朋 友 王 某 处 理 此
事。

当王某和几位男子
赶到了现场后，便气势
汹 汹 地 对 王 先 生 下 了

手，并要求王先生拿钱
来“摆平”这件事。因为
害怕遭到毒打，王先生
便拿出9000元现金交给
了王某。王某等人离开
后，王先生到东营公安
分 局 文 汇 派 出 所 报 了
警。

民警在摸排走访中
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王某 (男，2 4岁，吉林省
长春市农安县人），12月
7日上午，民警在王某的
住处将其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
王某在11月18日接到徐
某电话后便赶到事发现
场，看到王先生开的车
不错便打起了敲诈勒索
王先生的主意。民警表
示，犯罪嫌疑人王某的
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
十四条规定，涉嫌敲诈
勒索罪。目前，王某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

两车刮擦车主起争执

仗势勒索钱财“摆平”

环环境境不不够够好好

职职工工保保障障不不到到位位

15日，记者从东营市劳动就业办公室获悉，11月15日至12月15日，东营市劳动就业办公室对东营市
规模较大、纳税贡献较高的56家企业进行了调查。据进入现场的30家企业统计，现有职工12221人，有招
工需求的企业26家，企业人员缺口3059人。截至12月15日，已招用员工1098人，尚有岗位缺口1961人。年后
新上项目或技改项目完工需增加员工3000人，预计总缺口4961人。

从调查的企业来看，绝大部分企业对用工荒的问题很警觉，提前采取了各种措施，多数企业员工队
伍基本稳定。企业用工难的问题主要是新开工项目和技改扩规项目存在相当大的人员缺口。另外，部分
企业缺乏的是高技术、高学历人才，个别行业工种因劳动强度大、污染性高，造成人员流动快，属于常年
性缺口，劳动密集型企业、部分管理欠规范的小企业及季节性用工企业招聘难度较大。

新新生生代代农农民民工工

更更注注重重自自身身发发展展

破破解解招招工工难难

政政府府先先要要搭搭好好台台

企企业业提提高高待待遇遇

以以人人性性化化留留人人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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