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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松
瘦石峭壁深藏根，

肃穆傲然四季新。

干挺迎风斗日月，

青枝载雪唱古今。

春松
春风料峭夜长长，

松树悄然披靓装。

葱翠晶莹似碧玉，

英姿飒爽迎朝阳。

松花
众晓青松坚且直，

松之柔美几人知？

海棠桃李凋谢日，

正是松花烂漫时。

松塔
春尽秋来花变塔，

只因育子建新家。

成熟籽粒离兹去，

落地生根再发芽。

咏松四首
高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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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年

绽放夕阳

本报讯（记者 马颖劼）“家长
们别挤，让自行车先过，后面汽车
稍等一下……”每天上下学时间
段，来一大街管道三小学接送孩子
的家长，都能看到一个穿着马甲的
身影穿梭在人群中，维护交通秩
序，疏导出入人流。因发现学校周

边人流量非常大，放学时难行，急
需疏导，他干起了“义务交警”。

这位老人叫马贺年，今年 78
岁，是一名志愿者，在管道局第三
小学周边维持交通秩序。退休前他
是市第六中学一名教师，现在来来
去去接送孩子的家长还称呼他“马
老师”。每天早上7点以前，他都会
赶往学校，穿上亮眼的小马甲，站
在学校门口，开始的志愿服务。因
部分孩子家长在天津市武清区上
班，每天早 7 点就把孩子送到了学
校，可学校7点20才能进入，马贺
年便早早来到学校组织孩子唱歌、

学习德育知识。
“10 年前，我的外孙女在这里

上一年级，那时我开始作为家长志
愿者进行服务。”马贺年告诉记者，
管道局三小所处的位置很特殊，路
窄车多是条单行道，接送孩子的车
辆出出进进经常堵车，为了让家长
按时将孩子送到学校，他想到在校
门口疏导交通，保证道路畅通。8
点钟，孩子开始上课了，忙碌了一
个小时的马贺年终于腾出了时间。
马贺年说，每天上午 7 点、11 点学
校周边最堵，此路来往的孩子也
多，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12月5日，永清县消防救援大队“蓝朋友”志愿者服务队走进辖区夕阳红幸福
敬老院开展活动。指战员亲切陪老人聊天，跟老人唠家常，询问他们在生活上的困
难，力所能及解答他们的困惑。随后，指战员为敬老院进行了一次大扫除。

本报记者 马越 通讯员 朱梦彬 文/图

本报讯 （记 者 张旭青） 12 月 5
日，正值第三十五个国际志愿者日，
固安农村商业银行青藤志愿服务队的
20 余名志愿者来到固安县北关新村社
区，开展“寸草心”敬老爱老志愿服
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弘扬志愿服务精
神。

志愿者分工协作，手持铁锹、扫
把、簸箕等清洁工具对社区活动中心

后院开展集中清扫。
为 了 提 高 老 年 人 的 风 险 防 范 意

识，志愿者结合现实案例利用视频课
件，向老人宣讲防范金融诈骗、辨识
假币、爱护人民币等金融知识。现场
问答环节，志愿者走到老人中间，手
把手教他们认识人民币防伪标识，解
答遇到的金融方面疑惑，讲解闲置资
金理财常识。

图为志愿者对社区活动中心后院开展集中清扫。

本报讯 （记者 张旭青 通讯员 张
建玲） 12 月 9 日，记者从大厂回族自
治县县委老干部局获悉，大厂 2020 年
度特困离退休干部精准帮扶工作中，
共向 45 名帮扶对象发放帮扶资金 15.5
万元。

全面摸底确保应帮尽帮。以“突出
重点、解困救急、公开、公平、公正”
为原则，对特困离休、退休以及离休干
部遗属的申请人资格、致困原因、困难
程度等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做到帮扶范
围的全覆盖，并视帮扶对象的困难程度
综合平衡，合理分配，统筹确定，确保
帮扶对象符合政策规定、帮扶标准科学
合理、帮扶范围应帮尽帮。

程序严格确保帮扶精准。按照个人
提出申请、原单位初审公示、老干部局
复审公示、组织部门批复等程序进行严
格审批。老干部局在审批过程中，根据
申请人的困难程度和申报单位意见，对

照帮扶标准细则进行梳理、汇总并提出
初步帮扶意见，先后报老干部局局务
会、老干部局党总支会议研究。通过严
格程序，分级审核，层层把关，最终确
定帮扶对象和标准。

双层公示确保公开透明。首先由原
单位进行公示，其次由县委老干部局对
初步确定的所有帮扶人员进行公示。最
终将确定的帮扶人员和帮扶金额通知到
各申报单位，并做好离退休人员帮扶政
策解释工作。确保帮扶程序严谨，帮扶
结果公开、公正。

动态管理确保机制长效运行。通过
每年对全县特困离退休干部开展入户调
查摸底工作，县委老干部局更好掌握特
困离退休干部的动态变化，并以此为基
础建立健全老干部档案库，实现对特困
老干部的动态管理和精准帮扶，使特困
离退休干部帮扶工作走上制度化的轨
道。

本报讯（记者 马颖劼） 近日，
永清县城区街道燕南社区开展“养生
相伴健康同行”活动，邀请营养健康
讲师为社区中老年人讲解冬季心脑血
管疾病预防知识，引导他们加强自我
保健。

活动现场，营养健康讲师从疾病
预防、中老年人常见病保养、饮食
健康搭配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解读，
并针对老年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一
解答。社区居民赵秀琴说:“天气越
来越冷，听健康讲座学习了怎样预
防心脑血管病，以后在膳食上要粗
细搭配，荤素搭配，多吃水果，多
吃蔬菜。”

随着非公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关
工委的作用凸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
安次区关工委主动探索，积极在非公企
业中建立关工委组织，不断拓展工作领
域，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优势和作
用，有效推动辖区内企业关心下一代工
作的顺利开展。

“‘青工’顾名思义就是青年职工，他
们年轻、干劲足，是企业发展、壮大的中
坚力量，是企业长足进步的‘软实力’。”
今年77岁的解淑华是安次区关工委常
务副主任，从事关工委工作近二十年，她
深感企业青年的成长与企业命运息息相
关。“也正因如此，在民营企业开展关心
下一代工作，是新形势下关工委工作的
重要拓展和延伸。”解淑华说。

“健全关工委组织，把关工委组织
延伸到基层。”说起来容易，落实起来很

难。安次区企业众多，青工占比较大，随
着企业的发展，青工队伍持续扩大，如
何加强青工队伍建设，调动青工积极
性，成为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问题，也是
安次区关工委的工作重点。

2009年起，在安次区关工委的支持
下，一支支以企业在职干部为主导，以
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吸纳社会各界人
士参与的企业关工委成立。“富智康关
工委成立不久，安次区关工委副主任李
学芳便将法律知识宣讲送到广大青工
身边，法律条文结合一个个真实的案
例，生动而又发人警醒。”富智康精密电
子（廊坊）有限公司关工委秘书长张颖
说，从那时开始，越来越多的老党员、老
干部、老军人、老模范、老教师积极参与
到青工教育工作中。

“富智康公司青年职工众多，生产

旺季人数可达5万，这意味着青工个体
需求是多元化的。”张颖表示，富智康公
司关工委积极组织关爱青工活动，组织
开展各类文体活动200余场，丰富了青
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考虑到富智康员工
多为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面临不同
程度的困难，富智康关工委联合企业人
力资源部门与市教育局协调沟通，由企
业协助员工子女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办
理入学手续。

感恩珍惜当下，爱心奉献他人。在
富智康关工委的积极组织、号召下，越
来越多的青工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
先后多次在龙河爱心家园开展助老活
动，向睿聪康复中心的聋哑、自闭症儿
童赠送学习用品并建立“阳光图书角”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各方的支持，
以感恩之心回报社会成为公司上下的

共识。”河北康达畜禽养殖公司关工委
主任朝鲁说，在安次关工委的指导下，
2011年以来，公司关工委在广泛开展多
种关爱青工成长活动的同时，积极走出
去奉献爱心。为东沽港镇磨汊港村小学
出资近30万元，修建学校，置办办公、教
学设备；每年向东沽港镇教育基金会出
资10万元，救助困难学生；带领广大青
年职工积极走访慰问我市对口帮扶的
保定市阜平县两所小学，解决学校教
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目前全区已有多家非公企业建立
了关工委，接下来，安次区关工委还将
探索‘服务企业、服务青年职工、服务社
会’的新实践、新经验，教育引导广大青
年职工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成为
政治坚定、素质优良的一代企业新人。”
解淑华说。

安次关工委：

将工作链条向企业青工延伸
本报记者 张旭青

大厂四项措施
对特困离退休干部精准帮扶

永清燕南社区

为老年人举办

健康讲座

永清：敬老院里话消防

马贺年10年为小学生护路

固安农商行敬老爱老在行动

旧机动车拍卖公告
受委托，河北龙泽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20 年 12 月

24日（星期四）10时起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
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电子竞价的方式
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标的：丰田牌越野车两台
展示及报名时间：2020年12月22日-23日

（9：00-11：30；14：00-16：00）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竞买报名费：200元/人
竞买保证金缴纳账户：河北龙泽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7550000000105422
开户行：华夏银行廊坊分行
有意竞买者请前往标的展示现场查看拍卖标的，并

可通过我公司微信公众平台（longzepm）查看拍品详细介
绍，且于 2020年 12月 23日 16时前通过中国拍卖行业协
会网络拍卖平台注册办理竞买手续，并联系我公司缴纳
竞买保证金，过时不候。

咨询电话：17001122222
联 系 人：张经理

河北龙泽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6日

拍卖公告
受香河县财政局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年 12

月23日14时00分，在香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二开标室通过中拍平台公开逐套按单价拍卖：位

于香河县西外环路71号阳光馨城小区1号、2号商

住楼及商业楼房产14套（产权70年）。

有意竞买者可与我公司联系、咨询、查看标的

物，并于12月22日16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每套贰拾

万元汇入指定账户，可在网上或香河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标的物自公告之日

起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报名时间：12月21日至22日

（9：00-11：00；14：00-16：00）
咨询电话：

杨先生 0312-5921669 18331136069
保定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6日

2020年12月5日，我局稽查人员根据举报，

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于保津高速霸州段，截获

一辆红色解放货车，在车内查获无证运输的涉

嫌违法卷烟云烟（紫）、红河（小熊猫世纪风）、云

南中烟山（硬经典100）3个品种，共计2000条。

请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河北

省霸州市烟草专卖局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

来接受处理，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

序规定》第五十八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

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2020年12月16日

霸州市烟草专卖局
公 告

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

相关法律规定，我司如下出租汽车车辆于2020

年12月13日强制报废。并同时依规终止公司与

所报废车辆承租人的出租汽车承租合同，特此

公告。

车牌号 车架号 发动机号

冀R·TG790 LBEXDAEAOCX182768 CB228064

冀R·TG125 LBEXDAEA4CX182725 CB228014

冀R·TG723 LBEXDAEA8CX182727 CB209238

冀R·TG531 LBEXDAEA7CX182721 CB209270

冀R·TG771 LBEXDAEA7CX182752 CB228023

冀R·TG223 LBEXDAEA6CX182760 CB228012

冀R·TG035 LBEXDAEAXCX182759 CB228009

冀R·TH080 LBEXDAEA3CX182733 CB209264

香河铭浩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6日

本报讯（记者 马颖劼 通讯员 杨
莎莎） 为了提高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素
质、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能力，近
日，大城县养老护理培训班开班，全
县养老机构护理员和有意愿从事养老
护理的人员参加了培训。

据了解，本次护理员培训班是由
大城县民政局与人社局、廊坊市四通
职业培训学校联合举办，共培训120课
时，为期 20 天，有 115 名护理员参
加。培训内容包括老年照护的基础理
论知识、工作技能老年人照护的风险

和应对方法。本次培训旨在让学员经
过线上线下的学习和实训达到热爱养
老工作、熟知养老知识、熟练养老技
能、关爱服务对象、具备执业道德的
效果。培训期满，经考核合格将为学
员颁发结业证书。

大城县举办养老护理培训班
115名护理员参训

■援手■直击

马贺年在管道局第三小学周边义务护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