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前10天
浇“返青水”
灌溉水有限、气温高成主要原因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张健）
近日，不少市民沉浸在过年的

喜悦中，还呆在家里过正月十五
的时候，县城周边农村的麦田里，
已是一片忙碌的景象。拖拉机、三
轮车、抽水机器等，由于灌溉水
少、气温较高等，村民开始提前十
多天就给麦田浇“返青水”。

3日上午，记者走访济阳周边
的尹家村、东郭村等沿黄村，孙家
村、官坊村等村发现，多数村民都
开始了春灌工作，东郭村的郭先
生说：“村民们都在田间地头浇
地。”由于今年气温高，不少村民
认为，气温已经适合浇“返青水”，
今冬比较干旱，麦苗已经出现了
枯黄，甚至有些麦苗已经死亡，提
前浇“返青水”也有利于麦苗更好
地成长。村民们说：“虽然农历还
是正月十几，一过完年就扎进了
三月份，再不浇地也怕耽误麦田
成长。”

气温是给麦苗进行春灌的必
要条件，高先生说：“今年气温高，
过完年基本上就能脱掉棉袄了，
非常适合春灌和小麦的返青。”村
里的不少种粮大户也提前做好了
灌溉准备，过完春节就开始了春
灌工作。

此外，记者在济阳县农业局
与水务局了解到，今年2月13日葛
店引黄闸和沟杨引黄闸都开闸放
水，2月28日张辛引黄闸也开闸放
水，冬旱与春旱比较严重，村民浇
地还是非常踊跃。现在的气温已
经没有冻土，完全适合春灌，邢家
渡也将于3月8日开闸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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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风风行行动动””77220000余余人人达达成成就就业业意意向向
就业岗位减少了，岗位质量提升了

本报记者 杨擎
通讯员 赵尚豪

用人单位“五险”

成求职关注焦点

25日，记者来到济阳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
称“人社局”)一楼职业介绍大
厅，近千名求职者进场求职。据
了解，活动首日，已有逾4000名
劳动者进场求职，达成就业意
愿2500多个。

不少求职者在招聘岗位桌
前认真阅读招聘要求。“我大学
的专业是电子信息工程，需要
这个专业的单位并不多。”求职
者王先生说，只能尝试应聘其
它技术性不强的岗位。

“我的学历较低，想找份服
务行业的工作。”求职者杜女士
说，她比较看好餐饮服务或售
货员两种职位。

经过走访，记者了解到，前
来求职的市民以大专学历居
多。“适合我们大专学生的岗位
还是比较多的。”求职者孙先生
说，只要岗位种类适合自己，薪
资比较理想，就会报名。

招聘会现场，同时应聘两
个或几个岗位的求职者也大有
人在。“我比较希望能被像金麒
麟、旺旺等较大的企业录用。”
孙先生说，这些企业的薪资和
待遇都比较理想，多报名几个
企业，被录用的希望相对大些。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企业
将“五险”标注在了明显的位
置。“现在求职者越来越看重五
险，把公司缴纳五险的待遇标
出来有利于吸引更好的人才。”

远达彩印相关负责人说，已有
60余人填写了报名表。

“去年有30人报名我们公
司，今年注明缴纳五险后，报名
人数达到了近60人。”齐鲁德众
4S店相关负责人表示。

机械制造、食品

纺织业岗位较多

“今年可提供的就业岗位
较去年有所减少，但初步达成
就业意向的人数变化不大。”人
社局相关负责人说，本次招聘
会吸引了济阳县内外80余家企
业进场招聘，共计提供用工岗
位8000多个，吸引了8500余人
前来求职，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7200余人，与去年基本相当。

据了解，本次招聘企业相
对减少，招聘岗位质量有所提
升。“今年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减
少主要受建筑业及服务业的影
响。”该相关负责人说，今年新
楼盘相对减少，同时受“八项规
定”及“四风”行动的影响，餐饮
单位招聘有所减少。

“往年来自青岛等地的外
地企业来济阳招聘的也不在少

数。”该负责人说，外地的薪资
水平较济阳县略高，但随着开
发区各企业的势头不断增强，
济阳县本地人外出打工的越来
越少，今年外地企业面向济阳
招聘的职位有所减少。

据悉，本次招聘会提供的
8000多个岗位中，机械制造业、
食品业及纺织业占据重要比
例。“仅金麒麟刹车系统有限公
司提供的就业岗位就多达408
个，佳明正远、克莱特等纺织企
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均在200个
左右，旺旺等食品行业提供的
就业岗位也不在少数。”相关负
责人表示。

岗位技能培训

提升就业质量

据了解，在强化职业推介、
扩大就业规模的同时，人社局
将实现劳动者就业与提升劳
动者技能水平同步谋划、同步
实施。

“目前，济阳县拥有18家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和10处新农村
大学堂，可提供电工、钳工、中
国结编织等30多个专业的职业

技能培训服务。”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说，由济阳职业技能培训
打造的“济阳缝纫工”、“济阳电
子工”已在日本和新加坡注册
了涉外劳务商标。

同时，针对返乡创业的
农民工，依托创建创业型城
市、创业助推“1+3”等专项行
动，大力实施创业带动就业。
通过举办创业报告会、创业
之星表彰会等形式多样的宣
讲活动，向广大创业者传授
了经营管理方法和创业成功
经验。

此外，通过建设六福国际
商贸城、新济阳创业街等创业
孵化基地，为创业者搭建起广
阔的创业平台。落实创业补贴、
小额担保贷款等创业扶持资
金，不断降低扶持门槛，简化办
事流程，为创业者提供了有力
支持。

“去年，济阳县共完成创业
培训942人，为610名创业人员
发放小额担保贷款6482万元。”
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帮助
1560人实现成功创业，带动就
业4680余人，创业带动就业工
作迈上了新台阶。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梁
越 通讯员 贺佩彬) 近日，
春节假期刚过，开发区五里堠
居居民任延臣就带着一面写着

“见义勇为”字样的锦旗来到济
阳街道办事处，把锦旗送到干
部温泉手中。原来腊月二十七
下午，温泉遇一儿童落水，奋不
顾身跳入河中并将其救起。

“幸亏有您，要不我家孩
子真不知道会怎样呢。”任延
臣说，尽管事情已过去十余
天，看到温泉仍掩饰不住内
心的激动。

当谈及事情经过时，退休
在家的温泉介绍，去年腊月二
十七下午，自己骑电动车回老
家探亲，刚进村口就听见有人
呼喊“快救人！快救救我的孩

子……”温泉赶紧停车询问，得
知呼救者6岁的孙子在村西河
边玩耍时掉进了河里，陷在淤
泥中动弹不得。

待温泉了解情况后，一边
安慰老人一边迅速骑车来到河
边，看到孩子的大半个身子已
经陷在了淤泥中动弹不得，受
惊的孩子还在拼命地挣扎，眼
看越陷越深。“室外温度还那么
低，河中还有小冰块，必须得早
点把孩子救上岸。”

随后，温泉迅速跳进了冰
冷的河中，河水混着淤泥瞬间
就到了他的腰间 ，刺 骨 的 寒
冷也随之而来。温泉则艰难
地将身体挪到孩子身边，并
将其拉到岸边，短短十几米的
距离，走得异常艰辛。此时，听

到呼救声的村民也都来到了
河边，在他们的帮助下，孩子
顺利得救。

此时，59岁的温泉已被冻
得哆哆嗦嗦，没有了力气。“又
害怕年迈的母亲担心，没有回
老家就骑着电动车返回了县城
的家。”温泉说。回到家后把家
人吓了一跳，温泉谎称自己骑
车不小心掉入河中。

“直到落水孩子的家长到
家里来感谢，我们才知道原来
他是为了救孩子才弄了一身
泥。”温泉的家人说，他的右
小腿在 1 9 8 6 年黄河防汛时
曾经骨折过，被鉴定为三级
伤残。想到跳入这么冷的河
水 ，家 人 感 到 很 后 怕 ，但 也
以他为荣。

5599岁岁男男子子跳跳入入河河中中救救66岁岁男男童童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杨擎
通讯员 杨名峰 ) 本报 2月 6日
E05版刊登了《偷排6 0 0吨工业废
酸，6人上法庭》一稿后，受到市民
关注。近日，济阳县人民法院以污
染环境罪一审判处吴某某等 6人
期限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据了解，2 0 1 3年 1 1月 2 9日前
后，被告人吴某、崔某等 6人经口
头约定，以向某造纸厂运送废酸
为由，从济南某化工公司将两车
计97 . 6吨工业废酸运输至济阳县
曲堤镇王家村徒骇河大堤附近，
并直接排入徒骇河。

随后，崔某租赁徒骇河大堤
附近一废弃工厂，并在厂内铺设
管道通至徒骇河，自2013年12月4

日起，6人将9车废酸，通过铺设的
管道排入徒骇河中，共计 5 6 9 . 8 6

吨。
近日，济阳县人民法院以污

染环境罪一审作出判决。据了解，
济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
崔某、吴某协议，由吴某雇车、雇
人从某工厂将工业废酸运输至徒
骇河附近，将 1 1车废酸排入徒骇
河，被告人吴某、崔某、徐某全部
参与，彭某参与6车，吴某某参与3

车，王某参与1车。
“公诉机关就起诉指控的上

述事实向法庭出示了书证、物证、
现场勘验笔录、鉴定意见、证人证
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相关负
责人说，公诉机关认为，6被告人
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之规定，构
成污染环境罪。

据悉，对于公诉机关在起诉
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6被告人未
提出辩解和异议，请求从轻处罚。
济阳县人民法院最终以污染环境
罪一审判处 6人期限不等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徒骇河污染案

涉案6人获刑

2月25日至28日 (正月
初七至正月初十 )，济阳县
2015年度“春风行动”暨就
业援助月大型招聘会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
职业介绍大厅正式启动。据
了解，本次招聘会共计提供
用工岗位8000余个，初步达
成就业意向7200余人。

1100位位市市民民获获评评““感感动动济济阳阳人人物物””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杨

擎) 自2014年2月“感动济阳
人物”评选活动启动以来，组委
会办公室按照公开、公平、透明
的原则，最终评选出10名“感动
济阳人物”。

“本次活动共征集感动济阳
人物线索372人，经组委会办公室
审查，确定正式候选人40人(组)。”

该负责人说，由63名组委会成员
和210名群众代表进行投票评选，
按照组委会成员和群众代表得票
各占50%权重的办法，最终评选
出10名“感动济阳人物”。

据了解，10名“感动济阳人
物”中，有永远都“在路上”的垃圾
清运工艾民、用柔弱肩膀撑起残
破家庭的任长燕，也有捐肾救女，

母爱感天的刘吉霞、“命案必破、
济南第一”的传奇警员刘振亭。

同时，舍身斗歹徒的“中国
好人”李堯、为房客垫付8万元
手术费的“最美房东”李长河、
为所包村致富遭遇车祸致残的

“第一书记”张晓亮、被精神病
患者咬折手指的护士长赵群、
与命运顽强抗争的残疾中学生

赵守杰、为4名重病亲人撑起一
片天的高丕英也身居“感动济
阳人物”名单中。

“希望通过本次评选活动，
让更多市民在感动中品味真
情、感受崇高。”济阳县文明委
相关负责人说，从而推动形成
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
谐的社会风尚。

孩子父亲将锦旗送到温泉
(右)手中。 贺佩彬 提供

求职者在招聘单位桌前认真阅读职位要求。 本报记者 杨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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