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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盟“春风行动”送岗促就业
本报讯（武跟兄）3 月 31 日，由盟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乌兰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主办， 盟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乌兰浩特市就
业局承办的“春风行动”暨大学生就业现场招聘会
在乌兰浩特市五一广场举办。

此次招聘会共有近百家企业参加，包括财务、
项目经理、水电工等 251 个工种 1066 个岗位，最终
达成就业意向 432 人，缓解了企业用工需求和就业
压力，进一步推深做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惠及群众。  

9 时，招聘企业服务台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求
职者，企业招聘人员耐心细致地为每位求职者介
绍企业的工种、薪资待遇等情况，悉心解答求职者

关注的问题，并根据求职者的意向和能力推荐合
适的岗位。招聘会现场还设立了就业政策宣传台，
向现场咨询的求职者发放《创业培训政策问答》

《就业见习政策问答》等资料，积极做好政策宣传
引导服务。

据了解，开展专场招聘会是盟人社局开展党史
教育，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举措。连日来，我盟就
业部门及时收集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积极动员盟
内企业开发工作岗位，促进用人企业与高校毕业生
面对面达成就业意向。下一步，盟人社局将进一步
做实、做好创业就业服务，在落实落细稳就业保就
业工作中，积极为各类求职者与用人单位搭建就业
桥梁，切实解决“企业招聘难、人才就业难”的问题。

消费扶贫智能货柜亮相兴安盟
本报讯（记者 王萍）细心的市民会发现，近

日，在兴安盟部分学校和医院能看到不一样的
“自动售卖机”，说它不一样，是因为售卖机外观
醒目的位置上写着“消费扶贫”的字样。柜内
产品从矿泉水、面包、火腿肠等快消品到牛肉
干、沙果干、蘑菇、木耳等扶贫产品应有尽有。

据悉，这些不一样的自动售卖机是消费扶
贫智能货柜，该柜的投入使用，是积极推动扶
贫产品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医院、进社
区的有效举措，通过“以购代销、以买代帮”等

方式促进扶贫产品销售，搭建消费扶贫新平
台，调动全社会积极参与消费扶贫。

“经过两个月的测试，我公司已在学校、医
院、机关单位等场所安装了 50 台消费扶贫智
能货柜，计划今年在全盟范围内共投放 300 台
消费扶贫智能货柜，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布置
和投放消费扶贫智能货柜，让消费者在较近的
距离内就可以购买到扶贫产品。”由盟扶贫办
授权，负责安装和维护消费扶贫智能货柜的兴
安盟乡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怡鹏说。

据介绍，消费扶贫智能货柜项目是国务院
扶贫办大力推介的消费扶贫载体，是拓展扶贫
产品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销售相结合、推
动社会各界参与消费扶贫的创新举措。消费
扶贫智能货柜采用当下无人零售领域中的先
进技术，实现了集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互联网
于一体的功能，可以 24 小时无人值守，“扫码
开门自选，关门自动结账”，具有智能化、零接
触、更便利等诸多优点，也打通了扶贫产品销
售的最后 1 公里。

“清明祭祀·文明追思”倡议书
春风和煦、清明将至。值此缅怀英烈、祭

奠逝者、寄托哀思之际，为弘扬优良传统，树
立移风易俗新风尚，贯彻落实《内蒙古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文明祭扫
工作，中共兴安盟委宣传部、兴安盟文明办向
全盟广大干部群众发出如下倡议：

防控疫情，安全祭祀。严格遵守疫情防
控有关要求，减少返乡祭扫，实行错峰祭扫。
强化个人防护，配合做好健康扫码、检测体温
等。严格抵制购买封建迷信祭祀用品，不在
墓园山林草地明火祭祀，不在城市街道、公共
绿地、居民小区等场所焚烧纸钱等，坚决杜绝
火灾事故发生。

传承美德，文明祭祀。创新祭扫方式，用
现代文明的方式表达情感，将着力点放在缅
怀逝者、寄托哀思、追忆美德上，从倚重实物
实地祭扫转变到传承慎终追远的优秀文化上
来，告别祭祀陋习，弘扬尊重生命、孝老敬亲、
厚养薄葬等殡葬新风尚，营造文明祭祀的良
好社会氛围。

保护生态，绿色祭祀。采用鲜花祭祀、网
络祭祀、家庭追思会、植树缅怀、踏青遥祭等
绿色环保方式缅怀故人、表达追思和悼念。
树立环保意识，自觉做到祭祀过程中不破坏
生态环境，保护青山绿水，节约自然资源，促
进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充分利用
清明祭祀契机，把清明追思先烈与党史学习
教育相结合，深刻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党员干
部需带头争做文明祭祀的示范者、革除陋习
的先行者、移风易俗的推进者、安全秩序的维
护者，用实际行动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把祭祀活动转化
为怀念先辈亲人、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时代新
风的文明行为，以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
自然的实际行动，共度文明、绿色、平安的清
明节。

                              中共兴安盟委宣传部
                                          兴安盟文明办

乌市公安局交巡大队多举措确保道路畅通
本报讯（记者 于天宇）连日来，乌兰浩特市公

安局交巡大队加强城区道路交通管控力度，进一
步充实路面交通巡逻警力，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
事率，有效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情况。

日前，针对自治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四指
导组指出的乌市辖区存在交通信号灯绿波时间
过短、交通标线设置不够合理、部分时段道路拥
堵等问题，乌市公安局交巡大队班子成员立即行
动，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对队伍中
存在的执法不规范、法言法语不够标准、交通指
挥理念过于保守等问题进行反思，制定切实有效
的整改方案，确保整个交巡队伍在思想上稳步提
高、作风上有明显转变，积极推动工作，让群众在
办事过程中更加有归属感。

乌市公安局交巡大队班子成员利用两天时
间对城区易拥堵路段进行了实地查看，分别在高

峰期、平峰期带领设施中队民警现场办公，查找
重点路段致堵原因，制定多项有效措施。例如在
兴安路与新桥街交叉口南侧路口、兴安路与查干
街交叉路口，临时增设左转弯车道，对车辆进行
分流，确保路口交通畅通；在兴安路与罕山街交
叉路口、铁西路与罕山街交叉路口，合理调整交
通信号灯配时、使用反光锥桶隔离左转弯车辆等
措施，确保路口通行率；在爱国路与乌兰东街交
叉路口、五一路与向阳街交叉东路口等，安排警
力引导直行车辆可借用左转弯或右转弯车道直
行，确保拥堵路段车辆快速通行、道路安全畅通。

据了解，乌市公安局交巡大队将常态化开展
早中晚高峰期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工作，高效快速
疏导交通拥堵，及时处置交通警情和劝导查处交
通违法行为，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
境。

我帮你进行时·我帮你办实事

（上接第一版）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的政
治自觉。第二，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
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第三，
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保持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第四，进一步总结党
的历史经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
第五，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
昂扬精神。第六，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
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

文章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务求
实效。全党要高度重视，提高思想站位，立足实
际、守正创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
务。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二是要树立正确党史
观。三是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四是要注
重方式方法创新。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
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
基层、深入人心。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前旗打造就业创业“强磁场”
（上接第一版）
2014 年到目前，前旗累计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31892 万元，带动就业 22749 人。
而在前旗双创产业园的创新创业孵化基

地，62 家入驻企业除了免费享受到场地设备
和政务服务，基地还为入驻企业免费提供创
业培训、员工教育、项目策划、运营效率提高、
管理能力提升等服务。并在资金扶持方面，

提供最高 20 万元、3 年期的贴息创业担保贷
款。截至目前，入驻企业已经带动就业 1500
余人。

“起初没什么资金，公司设在哪儿，成了我
最头疼的问题。没想到基地不仅免费为我们
提供了优越的办公环境，还提供注册、用工、
财务等政务服务事项，降低了我们企业的初
创成本。”三合香电子商务中心负责人陈剑

说，他是第一批入驻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的企
业，在家门口实现了“创业梦”。

今年，前旗还将新增 3 处就业创业载体，
为推动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提质增效，引进 50
家项目潜力大、示范效果好的初创型企业，深
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高校毕业
生、返乡青年、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创业，提
升创业带动就业能力。

（上接第一版）“我最开始选择这份工作就是
出于喜欢，所以当我来到这里的那一刻，就
告诉自己要坚定，无论条件多艰苦都要坚持
下去，并且做好本职工作。”白岩说，参加工
作后，入党一直是他的心愿，他希望能成为
一名党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像微
波一样，虽不起眼，但只要需要，他就永远都

在。
“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方便，我也对这些

事驾轻就熟了。现在我是工作、生活两手抓，
快变成‘全能选手’了。”33 年的时间，白岩
从一名值机员做起，不叫苦不喊累，一步一
个脚印走到今天。问他为何能坚持，他说了
两个词：热爱和责任。“我热爱这份工作，所

以不觉得苦。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干好本职
工作没什么可炫耀的，都是应该做的。”身为
一名有着 24 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白岩是合
格的——主动学习与时俱进，同事有事积极
帮忙值班，做好点滴小事潜移默化影响新职
工……白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都
不算什么，人嘛，就应该朴实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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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不慎将兴安盟骏马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专用章丢失，法定代
表人：刘正超，特此声
明。

遗失声明
     不慎将开户许可证
丢失，核准号：J1984000
509101，编号：1910-01
220733，单位名称：扎赉
特旗亮花建筑工程队，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
人）：辛亮花，开户银行：
扎赉特旗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阿尔本格勒信
用社，账号：300480122
0000000009047，特 此
声明。

遗失声明
     不慎将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丢失，合同
编 号：12044032，特 此
声明。            韩红霞

遗失声明
     不慎将营业执照副
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152201MA0PE
RAK7Y，名称：乌兰浩
特市全胜信息咨询中
心，经营者：崔丽鑫，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92152201MA0Q
BP7W5X，名 称：乌 兰
浩特市联讯电子商行，
经营者：董健，特此声
明。

遗失声明
     不慎将道路货物运
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丢失，证号：152201198
910264514，姓名：邰洪
成，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扎赉特旗金色宴会
大厅不慎将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152223MA0P3RFU0L,
特此声明。

声明作废
     不慎将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编号：F150336
474，婴 儿 姓 名：陈 一
超，性别：男，母亲姓名：
张桂兰，父亲姓名：陈
建华，特此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