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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6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王龙 吕振
柱） 4月5日上午，商河县玉皇
庙文化中心里人山人海，来自
全镇多个村庄的居民，正在参
加首届“精准扶贫专场招聘
会”。原定于早上九点钟开始的
活动，八点半就聚集了二三百
人。前来找工作的袁先生说：

“这次机会难得，早点来看看有
什么适合的工作，争取找个工
作多挣点钱来改善生活。”

活动刚开始，来自玉皇庙
镇玉西社区的村民阎燕燕就
已经看了不少招工单位，她在
每一家公司的台前都认真询
问招工信息，还在好几家企业
填了报名表格，她希望在招聘
会上找个好工作。阎燕燕说，
他们家五口人，妹妹在上大
学，全靠父亲一人打零工维持
家用。“妹妹一年的学费和生
活费就得上万，再加上家里日
常开销，靠父亲一人压力太
大，我希望能找个工作挣点钱
补贴家用，也感谢能有这样一
个扶贫的专项招聘会。”阎燕
燕满怀期待地说。

目前，玉皇庙镇有96个行
政村，其中市定贫困村12个，
全镇贫困户有1631个，“精准
扶贫”是玉皇庙今年的重头
戏，为帮助贫困户就业脱贫，
玉皇庙镇今年依靠辖区内企
业较多的优势，开办了首届精
准扶贫专场招聘会。活动前
期，玉皇庙镇组织了工作人员
进入企业详细了解了企业的
用工需求和岗位清单，并对全

镇的贫困户劳动力进行了逐
一摸排、建档立卡，把就业政
策和招聘会信息通过村委宣
传到每个贫困户家庭。

玉皇庙镇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希望和玉皇庙的多家企
业一起帮助贫困户摘掉他们
的穷帽子。”

活动当天，招聘会吸引了
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白鹤纸制品有限公司、万豪肥
业有限公司、玉泉生物发电有
限公司、山东恒利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等35家企业参加，共
提供50个工种、530个岗位。在
众多招聘企业中，山东恒利达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受到了应
聘者的“力挺”。其董事长刘义
说：“我们今天有30个工作岗
位，只要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员
和公司签约，公司保证5年内
不辞退，而且保证贫困人员工
资和福利连年增长。”

记者在现场发现，除了正
常的五险一金等待遇外，很多
企业还设有“贫困专项基金”。

前来招聘的王经理说：“我们
希望通过一系列补助来帮助
他们改善生活，今天招聘者都
很积极，希望更多的贫困户能
找到工作。”通过此次招聘会，
帮助辖区内企业招来了工人，
又能帮助贫困户脱贫，一举多
得。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吸引
了1000多名应聘者前来参加，
活动当天达成就业协议290
人。不少前来参加招聘会的应
聘者说：“玉皇庙的这次精准
扶贫，有干货。”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王龙 吕振柱

商河第一时间成立扶贫领导体
系，迅速组建扶贫工作队伍。县委县
政府成立了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
抽调18名工作人员组成独立运行的领
导小组办公室。3月7日所有抽调人员
已全部上岗到位，分派到办公室、综
合扶贫协调组、产业扶贫协调组、社
会扶贫协调组、督查考核协调组等5个
组室，走在济南市前列。各乡镇（街
道）也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
专门办公机构，配齐了工作人员，强
化了基层脱贫工作力量。

商河对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
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若干政策
措施》中的40条政策措施深入分析，结
合商河实际情况，对政策措施进行立
项分解，划分为70项重点任务，落实到
各部门、单位，由各部门单位认领任
务、对号入座，制定对接上级政策项
目资金的扶贫工作具体方案。

开展精准识别“回头看”，打牢扶
贫开发数据基础。各乡镇（街道）充分
利用3月20日全国扶贫信息系统数据
锁定前的黄金时间，对不符合条件的
贫困人口进行清退，对符合条件的严
格按照程序纳入，做到“退出有标准，
纳入有程序”。

2015年商河共审批各类扶贫项目
84个，涉及财政专项资金1692万元，涉
及特色种植养殖业、光伏发电、小型
加工、农村电商等多个产业。这些项
目，目前已完成43个，正在实施25个，
还有16个尚未实施。

商河贫困对象点多面广量大，实
现2017年基本脱贫、2018年全面脱贫
目标，任务艰巨。目前商河扶贫工作
有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和不足。比如对精准扶贫认识不够、
对接政策不够细致、推进工作不够
主动有力。对此，扶贫办将积极协调
各级各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协调各
方作用，努力当好全县脱贫攻坚的

“参谋部”和“作战部”，力争提前实
现86个贫困村、2万贫困人口的脱贫
退出目标。

如何精准扶贫

商河已经行动

本报记者 李云云

当我穿梭在众多求职者中时，顿
时有了一种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感觉。
想起自己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很多同
学会将工作经验或者工作带给自己
的改变写在简历的首位，而不是将目
光放在传统意义中的“收入”上。同
样，在玉皇庙的招聘现场中，我发现
很多年轻的贫困户希望找个工作学
点技术，慢慢改变生活。

给贫困户补贴，帮着贫困户修路
等情景早已司空见惯，和以往相比突
然觉得今天这样的招聘会新意十足。
给贫困者一个找工作的平台，让他们
通过努力，通过学来的技术增加自己
的收入，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改变现
状方式。在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企
业负责人谈到，只要干得好，员工的
收入和待遇都会得到较大的改善，月
薪3000以上再平常不过。采访后我也
有理由相信，在商河这个地方，只要
愿意努力工作，这样的收入足以让他
们将“贫穷”的帽子摘掉。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觉
得如果有心，每一个求职者在工作舞
台上都是一个潜力股，他们的未来不
可估量。也许多年以后，就像招聘会
上90后小袁说的那样，不仅他们脱贫
了，他们也可以帮着更多的人脱贫，
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脱贫的技术和
生存的法则。

脱困要靠“授之以渔”

精精准准扶扶贫贫，，玉玉皇皇庙庙有有““干干货货””
千人参加招聘会，290人找到工作

招聘会现场花絮：

三三大大关关键键词词看看““精精准准扶扶贫贫专专项项招招聘聘会会””

老板“仗义”

五年内不辞退贫困户

在招聘会现场，王女士几
乎跑遍了所有的摊位。每到一
个摊位她都会小心翼翼地询
问“您公司有考核标准吗，如
果不达标是不是会被辞退。”
王女士谈到，家中有卧病在床
的父母，孩子还在上小学，自
己又没有技术，她怕自己工作
不达标被公司“嫌弃”，所以才
会在求职之前先了解一下。

询问过程中，企业回复各
有不同。王女士说：“好不容易
找个工作挣点钱，要是再被辞
退了，还得找新工作，太麻烦
了。”随后山东恒利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义的
话让她吃了定心丸，刘义承诺
他们公司五年之内不会主动
辞任何退贫困户。刘义说：“相
对于其他家庭，贫困户的不稳
定性要大一些，我们至少要在
工作上保证他们稳定，他们工
作稳定了，生活情况才会逐渐
改善。”

之所以五年为期，刘义有
自己的想法。他谈到，他们公
司已经落户玉皇庙镇6年了，
公司运行早已步入正轨，员工
的升迁机制也已完善。贫困户
一旦成为他们公司员工，通过

自己努力，在技术和待遇方面
都会得到较大改善，五年可以
使不少人“脱贫”。而有些人在
五年的过程中没办法实现自
身价值，那么证明员工并不适
合这份工作，他们可以选择适
合自己的工作。不少公司对刘
义的做法表示赞同，他们觉得
当老板要“仗义”，帮助贫困户
脱贫是一项长期工程，企业要
尽可能给他们提供稳定的工
作环境。

企业“人性”化

工资中有“贫困基金”

记者穿梭在整个招聘会
现场时，发现不少企业的福利
待遇很诱人。长期工作稳定
后，除了正常的五险一金等待
遇外，很多企业还设有“贫困
专项基金”。有的企业在正常
工资标准之外，贫困户每个月
有200元的专项基金；有企业
为贫困户设有“行孝基金”，给
员工父母每个月100元的补
助。企业负责人刘先生说：“日
子再难也不能苦了父母，所以
我们有专门的钱用于保障员
工父母的生活，每个月直接发
放给老人。”

丞相印刷公司在招聘会
现场人气“爆棚”，不到一个小
时的时间，已经发放了100多

份宣传单页。30人的预招名
额，足足有150人报名。单看丞
相公司的工资水平，和其他公
司没有较大区别，但是福利待
遇上却藏有“玄机”。记者看
到，他们的待遇中赫然写着

“培训期间，有500元的养老保
险补助”。公司负责人王先生
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养
老补助，让员工从一开始就没
有任何后顾之忧。”

求职者高“气质”

不看收入看收获

来自西甄村的90后小袁，
在招聘会上更倾向于啃一些

“硬骨头”。用小袁自己的话
讲，什么工作技术含量高就找
什么工作。小袁说：“要想日子
过好了，还得学会一门手艺，
通过自己努力，日子才能好起
来。”

小袁说，在村里有些人
靠种植大棚富了，有些人靠
外出打工日子好了，还有很
多人靠修车、电焊等技术活
从温饱开始走向小康。而很
多像他一样的贫困户，仅仅
靠着种庄稼很难改变现状。
小袁说：“要是我今天只是看
工资就选工作，万一有一天
我的工作出现波动，那么我
极有可能回到原样，而如果
我 在 公 司 里 学 到 了 一 身 手
艺，即使工作变动了，我可以
选择的余地还有很多。”

最终小袁权衡再三之后，
选择了一家手工艺加工公司。
小袁说：“我边工作边学习，等
我学会了就单干，到时候让更
多的人和我一起挣钱。”小袁
在招聘会上看到很多企业要
求学历较高，在遗憾没有好好
学习的同时，他也道出了自己
的心声“农村人要想改变现
状，还得好好学习”。

记者手记

求职现场人山人海。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应聘者激情澎湃，招工单位
求贤若渴。记者通过仗义、人性、气质等三大关键词，带读
者回顾一下上千名求职者与35家企业之间一个又一个精
彩瞬间。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王龙 吕振柱

招聘会活动现场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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