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建二局济青分公司
为青年干部量身定制

廉洁“防护服”
为切实增强青年干部拒腐防

变、廉洁自律意识，中建二局北方
公司山东分公司以“青廉”为线、

“超英”为尺、“联建”为针，联合济
南市高新区纪律工作委员会在济
南国惠科创中心项目组织开展

“青廉行动”暨“超英廉洁文化示
范点”启动仪式。

仪式上，由分公司宣读“青
廉+”行动品牌，项目制定“超英示
范点”实施方案并开展“青廉Talk
秀”活动，评选“青廉宣讲员”。邀
请高新区纪工委、监工委领导为
项目揭牌、为“青廉宣讲员”发放
廉洁大礼包。希望以此为契机，着
力沟通、探索，进一步深化联建共
建深度、广度、力度，确保青廉意
识在分公司全体青年员工中全面
渗透，为济南高质量发展贡献新
动力、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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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雁兴菏”引人才 返乡创业结硕果

以前在外做洗碗工，回乡办起骨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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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设立“市长创业奖”
制定“返乡创业20条”

2015年，菏泽创新设立“市
长创业奖”、返乡创业“归雁之
星”等荣誉奖项，激发在外人员
返乡创业热情，掀起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高潮。

“吸引在外有志之士返乡创
业，通过他们把新思想、新理念、
新产业带回来，对推动乡村振兴
发展民营经济，推进城镇化促进
就业创业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菏泽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伦这样总结。

2021年4月23日，在菏泽市
就业创业工作会议上，山东凯大
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凯领到了“市长创业奖”和5万
元奖金。目前，全市共有90余位
优秀返乡创业人员获得“市长创
业奖”、返乡创业“归雁之星”荣
誉称号。

“非常感谢家乡政府为我办理
了2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解除了
我的后顾之忧。正是有了越来越

多、越来越完善的政策性帮扶，我
们公司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菏
泽金泓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国
信在拿到创业担保贷款后激动地
说。华国信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威海
打工，在自己的努力下，他成为一
家公司的经理。2016年，在菏泽

“归雁兴菏”行动的引导和感召
下，他决定携资回乡创业，在老
家牡丹区安兴镇成立了菏泽金
泓电子有限公司，主要为韩国现
代、起亚汽车生产高档汽车线束。
目前，公司就近吸纳500余人就业，
员工月工资3000-5500元，使乡亲
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过上了
更好的生活。

“菏泽市不仅提供了2万平

方米的创业场地，还陆续推出了
税收奖励、人才补贴、创业补助
等优惠政策，为返乡创业人员提
供了创业园地。”菏泽市返乡创
业孵化基地运营公司负责人李
卫华说。

菏泽市启动了创业项目孵
化工程，建设了菏泽市返乡创业
孵化基地，在房租、物业、水电、
网络、创业培训、创业指导等6个
方面免费为返乡创业者提供服
务。目前，孵化基地已入驻63家
高新技术企业，仅一年多时间，
已实现营业收入1 . 42亿元，税收
355万元，创造508个就业岗位，间
接带动2000多人就业。

设立返乡创业服务机构
提供“店小二”贴心服务

“2017年回家过年时，在火
车站无意间接到了工作人员递
给我的返乡创业政策宣传页，就
萌生了在家创业发展的想法。这
几年，在菏泽市返乡创业服务中
心的帮助下，我的企业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山东天厚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冬表示。

菏泽把支持在外人员返乡
创业融入“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作为一项全局性工作摆上
重要位置。成立了由市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任组长、35个市直部门
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返乡创业
工作领导小组；菏泽各县区相继
成立服务机构，建设了一支专业

化返乡创业工作队伍。2021年1月6
日，在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工
作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上，菏泽市返
乡创业服务中心被表彰为“全国农
民工工作先进集体”。

菏泽市郓城县返乡创业服务
中心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帮助返
乡的刘现综联系产业链上游企业，
形成原材料供应链，年节约生产成
本1000余万元。目前，刘现综在郓
城返乡创业园创办的山东百帝气
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投资3.2亿
元，建成了2 . 8万平方米的标准化
厂房，成功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在项目全部建成后，企业预计
可实现年产值3 . 5亿元，带动1000
余人就业。

近年来，菏泽人社部门采取
“一对一”服务模式，由市县两级
人社部门组成专班，市人社局党
组成员包县区，县人社局党组成
员包企业，定期走访，协调解决
企业建设、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提供精准化“店小二”式服务。

通过长期开展返乡创业帮
扶行动，目前菏泽市返乡创业工
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全市返乡创
业就业的41 . 13万人中，有66%的
返乡人员选择在农村创业，60%
的乡村振兴项目为返乡创业人
员创办，有力促进了菏泽市乡村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2021年，菏
泽市返乡创业企业上交税收
28 . 8亿元，占同期菏泽市税收收
入的18 . 1%，为菏泽市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动能”。

文/片
记者 汪泷 通讯员 杨洁

陪女儿进城学驾照
也把婆婆带在身边照顾

7月11日早上，当记者来到黄
秀花在太白湖新区租住的房子
时，婆婆正戴着围嘴坐在轮椅中。
黄秀花坐在她旁边，端着一碗浓
粥，一口一口地喂她。

“俺妈年轻的时候肠胃动过
大手术，落下了病根，不能吃油腻
的东西。”黄秀花一边喂婆婆一边
解释说，尤其婆婆病情加重后，哪
怕是小米粥里的小米粒都咽不下
去，每顿饭黄秀花都要给她把米
打碎了再喂。

因为老家喻屯镇距离济宁城
区较远，为方便女儿暑期学驾照，
黄秀花在太白湖新区一个小区租
下这间房子。

“得了这个病后，俺妈几乎不
咋睡觉，晚上是成夜成夜地坐着发
呆，偶尔会下床来回走动。”婆婆自
己能拧开门栓，曾经还发生过她走
丢的经历。因此刚搬过来那几天，
黄秀花会在门口堆上一堆桌椅板
凳，“夜里我几乎没怎么睡踏实过，
时时刻刻要注意着她的动静”。

2019年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华北电力大学后，没啥后顾之忧的
黄秀花便把婆婆接到身边照顾。打
从那天起，她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

路遇患病老人受触动
她辞职回去照顾婆婆

“女儿上初中的时候，俺妈的
病症状很轻，偶尔会忘东西，我们
没怎么当回事。”黄秀花回忆说，
女儿上高中的时候，婆婆病情突
然加重，生活几乎不能自理。

当时，黄秀花在城里一边照
顾女儿、一边当育儿嫂，丈夫王富
龙则在外开货车。婆婆病情加重
后，丈夫为了能回家照顾母亲，便
在镇上一个煤矿开货车，后来晚
上的一次经历，让黄秀花做出新
的决定。“有一天晚上，我下班，走
到十字路口看到一个老太太精神
恍惚、自言自语。”黄秀花上前询
问时，老太太答非所问，便意识到
可能与婆婆是一样的病症，“我去
超市给老人买了瓶水，她喝了没

两口还拿水泼我，我一问她家在
哪里她就急，对着我又叫又骂。”
没办法，黄秀花给老人又买了些
吃的后报了警，民警赶来，查清楚
老人信息带老人离开后，黄秀花
才回家。

那天晚上，黄秀花翻来覆去
睡不着，联想起婆婆她心里更是
难过，在女儿高考完第二天，她辞
了收入不菲的家政工作，搬回老
家照顾婆婆。

她认为身教比言传更重要
女儿成绩好被保研

和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老人几乎24小时待在一起，黄秀
花坦言自己也崩溃过,“妈妈大小
便失禁，有时弄得满地都是。自己
也不会吃饭，整夜整夜地不睡觉，
稍不留神可能就跑出去了”。

这样的生活，是怎么坚持下
来的呢？生性乐观的黄秀花乐呵
呵地说：“自己给自己做心理疏导

呗，我就想我对一个陌生的老太
太都能领着她找家人，何况是自
己的娘呢？”黄秀花说。

除此之外，黄秀花看重的是
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女儿的影响。
她说：“女儿看到我孝顺她奶奶，
对她肯定是有影响的。久而久之，
她便能懂得去爱这个家。”在黄秀
花的教育理念里，身教比言传似
乎更有意义。

女儿高考不仅顺利考入华北
电力大学最好的专业之一，今年
还被保送研究生。“我虽然文化水
平不高，但我明白言行举止对孩
子的影响有多大。”黄秀华说。

辞职不做育儿嫂，她专心照顾起患病婆婆
好家风塑造好家庭，女儿被保送研究生

在济宁市任城区喻屯镇前王楼村，村民们经常能看到一幅婆媳融洽的画面。村民黄秀花骑着三
轮车，像哄小孩一样载着婆婆，沿着河堤一边欣赏乡村风景，一边给她唠着家长里短。几年前，黄秀
花的婆婆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病情越来越重。为让性格越来越像孩子的婆婆生活上不受罪，在女儿
上大学后，黄秀花便和婆婆住到一起，像照顾孩子一样守护着婆婆。

7月1日上午，济阳区仁风镇
北街村党支部召开了主题党日活
动，与会党员集体过“政治生日”。
借助党日活动，工作人员开展了7
月份第一周的有害垃圾分类活
动。

在本村分管垃圾分类活动负
责人的带领下，通过发放垃圾分
类条例，与会党员集体进行了学
习。分管负责人对照条例，号召全
体党员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更
加注重有害垃圾的分类及收集。
会议结束后，工作人员入户开展
垃圾分类宣传，并对农户重点讲
解了有害垃圾篇章。此次垃圾分
类宣传，借助党日活动+入户，对
党员、群众这两大群体进行了覆
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徐月）

济阳区仁风镇：

党日活动学条例

入户宣传垃圾分类

▲菏泽金泓电子有限公司让乡

亲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

在租住的房子里，黄秀花正在喂婆婆吃早饭。

孝老·敬老·尊老·助老

“我以前做过洗碗工、
服务员、仓管员，在2016年
回到家乡山东菏泽后，在政
府扶持下创办了菏泽高峰
电机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已
成为年销售收入过亿元、带
动200余人就业的地方骨干
企业。”返乡创业农民工刘
卫孟说。

2015年以来，菏泽市全
面实施“归雁兴菏”行动，建
设返乡创业服务网络、提供
优惠政策扶持、创新精准服
务模式，吸引了一大批像刘
卫孟一样在外菏泽人返乡
创业。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
累计返乡创业就业41 . 13
万人，领办创办经济实体
16 . 9万家，引进过亿元返
乡创业项目33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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