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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首家家处处镇镇级级养养老老服服务务中中心心挂挂牌牌
3名六旬老人来当志愿者，服务同龄人他们更受欢迎

本报泰安8月11日讯(记者 侯
峰 通讯员 苏政 李敏 黄凤
霞 ) 9日，泰安市首家处镇级养老
服务中心在泰山区财源街道后七里
社区挂牌成立。养老服务中心三个
志愿者都是六旬老人，工作人员称，
招老年志愿者因为他们与服务对象
年龄和心理相仿，方便交流。

9日，泰安市首家处镇级养老服
务中心——— 泰山区财源街道养老服

务中心挂牌成立。该养老服务中心
在泰山区财源街道后七里社区原银
铃幸福之家基础上，依托社区卫生
服务站进行改建扩建而成。中心一
楼建有厨房、餐厅、洗浴室、棋牌室、
图书室、电子阅览室、谈心室、放映
室等服务设施。二楼设标准休息间
16间、床位40张，室内设有空调、彩
电、衣橱等设施，方便老年人的生活
需要。

记者在现场发现，财源街道养
老服务中心的3名志愿者都是六旬
老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刘宪贵已经
69岁。老人介绍，他家就在后七里社
区，离中心步行不超过10分钟，在服
务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打扫卫生、看
管设施和服务老年朋友，从早上8点
到下午5点过来服务，晚上回家住。

“我挺喜欢在这里当志愿者，来的都
是老年人，都能说上话。”

“选择老年人当志愿者，主要是
考虑到他们年龄和心理相仿，交流
和管理起来方便，以前我们也有年
轻人当志愿者，但是效果并不好。”
后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广栋说，中心计划招收8个志愿
者，分周轮流值班，保证服务质量和
志愿者的休息。

工作人员介绍，财源街道将在
目前基础上对中心三、四楼进行改

造扩建，进一步完善服务设施，增加
供养床位。届时，该养老中心将容纳
60多位有服务需求的老人，将为老
人提供集休闲娱乐、精神慰藉、日间
照料、养老等服务。

据了解，泰山区已建成7家城市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财源、泰
前、徐家楼、省庄、邱家店5个街道镇
养老服务中心在建，全区社会养老
工作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进一步教育引导广大劳
动者不断提高思想道德和科学文
化素质、提高劳动能力和劳动水
平，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促进
和谐企业构建，是新形势下工会
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时代课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
企业和谐发展不仅是企业自身发
展壮大的必然要求，也是新的历
史条件下对工会工作的更高要
求。工会组织担负着联系职工、宣
传职工、组织职工、团结职工的重
要责任。党和政府与职工的联系，
首先就是通过工会组织来实现
的。工会组织是贯彻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以及党组决策、单位规章
制度的根本渠道。工会是以会员

的形式把干部职工凝聚起来，形
成一个整体，按照民主制度原则，
组织会员参与管理、监督等各项
工作，使广大干部职工真正发挥
主人翁作用。工会的教育作用是
由工会的群众性特点决定的。

构建企业和谐发展同构建
和谐社会紧密相联。一方面构建
和谐企业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建
立协调稳定劳动关系，工会作为
经济矛盾特别是劳动关系矛盾
的产物，自然在构建和谐企业中
负有着重要责任。另一方面工会
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
益。面对新形势和任务，工会组
织应进一步转变观念，把履行基
本职能同构建和谐企业密切联
系起来。

工会要及时了解和掌握职工
思想动态，引导职工转变观念，顾
全大局，正确对待个人利益与企
业发展的关系，促进企业和谐发
展。不断加强职工理想信念教育，
引导职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
人生观、价值观，为构建和谐企
业，推动企业和谐发展提供精神
动力和思想保证。

工会作为群众组织，其根本
任务就是密切围绕企业经济发展
大局，以“党委放心，职工满意”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独立自主开展特
色工作，充分发挥组织建设职能，
化解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
限度地调动、保护、发挥好广大职
工投身集团改革和发展的主动
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
基本职能。工会要最大限度地把
职工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维护
他们的合法权益，使工会成为职
工“有话好说，有事好找，有难好
帮，有苦好诉”的好去处。

工会组织源于职工，具有靠
近职工的先天优势。因此，参与先
进企业文化建设，通过构建具有
企业特色的企业环境文化、管理
文化和行为文化，来建立企业与
职工、职工与职工、领导与职工互
相尊重、彼此信任的氛围，进而不
断改善企业的人际关系，创造人
与企业和谐发展的人文环境是工
会在构建和谐企业发展中发挥作
用的必然趋势。

工会组织要找准切入点，不

断增强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紧
紧围绕企业发展，服务工作大局，
忠实履行工作职责，努力把握工
会工作规律，积极开展适合企业
特点和有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活
动，多途径、多方式地激发职工学
政治、学业务的热情，调动和激发
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推动企业和谐发展不能一蹴
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切实加强自
身建设，紧密围绕企业振兴和发
展目标，不断推进工会工作创新
和发展，加强职工队伍建设，建立
工会宣教工作信息沟通交流制
度，健全工会宣教干部培训机制，
不断提高工会宣教工作的水平和
层次，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进
取，才能大有作为。

充充分分发发挥挥工工会会教教育育作作用用 构构建建健健康康和和谐谐公公交交企企业业
泰安市公共交通公司 赵霞

本报泰安8月11日讯(记者
陈新) 11日，泰安市气象台

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三天泰安市大部地区
最高气温可达35-37℃。从9日
到11日，泰安市气象台连续三
次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11日，记者从泰安市气象
台获悉，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泰
城持续高温闷热，最高气温在

35℃以上。8月9日，泰安市气象
台第一次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
号。11日16时00分，泰安市气象
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
号，预计未来三天泰安市大部
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37℃，提
醒市民注意防范。

高温天气下，市民应注意
防中暑，出门备好防晒工具，最
好不要在10点至16点在烈日下

行走，因为这个时间段的阳光
最强烈。老年人、孕妇、有慢性
疾病的人，特别是有心血管疾
病的人，在高温季节要尽可能
地减少外出活动。此外，夏季人
体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大，所
以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
12日、13日，泰安市可能有雷阵
雨。具体预报如下，8月12日，泰

安多云间阴有雷阵雨，降水概
率60%。南风3级，湖面4～5级，雷
雨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35℃左
右。8月13日，多云间阴，局地有
雷阵雨，降水概率40%。南风3～4

级，湖面4～5级，雷雨地区雷雨
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35℃左右。
8月14日，多云间晴，降水概率
30%，南风3～4级，湖面4～5级，
最高气温35℃左右。

就算有雷阵雨，也赶不走桑拿天

连连续续三三天天最最高高温温将将超超3355℃℃

本报泰安8月11日讯(记者
白雪 ) 本报联合天平湖壹

号举办的暑期第二期报童营销
秀活动首周评出2个周团队奖，
分别是“梦想”队、“超越”队。每
支团队将获得奖金800元。

“超越”队队员很友爱，顾
客找上门时，会招呼卖得慢的
报童拿报纸过来。本报8月7日
报道《报童结伴卖报照顾最小

的队友》，“超越”队队员团结友
爱，不在乎各人卖报多少，而是
想着帮助队友尽快完成任务，
获得“最佳团结互助奖”。

“超越”队队员有周玉凡、王
启越、宋心怡、王旻轩。周玉凡
说，她和王启越、王旻轩都是同
班同学，大家关系很好。平时都
会打电话问问每个人的表现。宋
心怡是队中年龄最小的，她这些

天跟在队长王启越后面，变得越
来越勇敢。“能获得这个奖，多亏
了几个哥哥姐姐，他们觉得我
小，都很照顾我。”

另一队获得“最佳团结励
志奖”，本报8月6日报道《“队友
崴伤脚，我来帮她”》，报童赵宇
涵不小心崴伤脚，需要两三天
的时间休养。她的队友李心仪
知道这件事，主动提出帮赵宇
涵卖报，李心仪刚参加活动有
些羞涩，前两天卖60份几乎都
得卖到下午，可她依然坚持了
下来。团队队员还有温馨和吕
逸飞，因领报地点不同，孩子们
每天用电话联系，两个小姐妹
很关心队友的病情。

李心仪说，赵宇涵一直说
很感谢她，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自己坚持一下就过来了。

市民白先生说，看到报道
后，他每天经过银座商城，看到
李心仪都会买一份报，前两天
可能没经验卖得慢，每天都皱
着眉，现在再碰到她，已经变得

自信多了，也会笑了。
温馨说，她和妹妹吕逸飞

现在越来越知道团结的作用，
现在天热，两个人在一起卖报
相互比赛，还能互相帮忙，感觉
不知不觉高高兴兴就把报纸卖
完了。

营销秀第二期活动评出两个团队奖

““超超越越””、、““梦梦想想””队队上上周周夺夺冠冠

市直事业单位
招聘243人

本报泰安8月11日讯(记者 梁
敏) 2013年泰安市直部分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于8月12日上午9时开始报
名。今年共有180个岗位招聘243人。
应聘人员需在19日16时之前登录泰
安人事考试中心报名。

8月8日，泰安市人事考试中心
公布了《2013年泰安市市直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综合类
本次招考58人，医药类招考77人，定
向招考8人，教育类招考101人。大部
分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只有2个招中
专，2个不限学历但要求为特技A或
特技B。

有21个岗位不限专业，其中9个
岗位为定向招录，仅限符合条件的
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服务西部人
员和退役大学生士兵报考。此次招
考中不乏驻外地及野外工作岗位，
市农业局下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作
物育种研究和中草药育种栽培岗位
分别各招一名硕士研究生，特别标
明驻海南基地工作；市水利和渔业
局下属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勘测
技术岗位招一名本科及以上学历人
才，标明野外作业。

按照要求，此次招聘报名采取
统一时间、网上报名、网上初审、网
上缴费的方式进行。报名时间：2013

年8月12日9：00-18日16：00；查询时
间：2013年8月13日9：00-19日16：00；
报名网址：泰安人事考试中心。通过
招聘单位资格初审的人员，要于8月
19日16：00前登录泰安人事考试中
心网站，进行网上缴费。笔试时间：
2013年9月8日上午；9∶00-10∶30为综
合类基础知识(卫生类基础知识、教
育类基础知识)；10∶30-11∶30为综合
写作。

据了解，此次应聘单位将指定
专人负责资格初审工作，报名期间
节假日也能报考并有专人审核，应
聘单位将在网上公布初审结果。如
果招聘单位在1个工作日内(不含报
名当天)未对应聘人员信息进行初
审，则视为自动通过。

梦想队。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超越队。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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