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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好品山东·乡村名品”赋能莘县区域品牌建设

“王奉白玉山药”插上品牌翅膀
本报聊城11月12日讯 (记者

谢晓丽 刘昊 ) 11月12日，
“好品山东·乡村名品”赋能莘县
区域品牌建设暨第三届莘县王
奉镇白玉山药电商文化大集在
莘县王奉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山药渠道商，天猫、淘宝、京
东、抖音、快手等平台主播齐聚，
以电商为引擎，与农户及当地政
府共谋合作发展，推动白玉山药
走出莘县、走出聊城、走向全国，
让“互联网+”为莘县王奉镇白玉
山药插上品牌腾飞的翅膀。同
时，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助力
脱贫攻坚。

活动现场设120余个展位，
集中陈列着白玉山药、有机菜
花、红薯、雪桃等近百种富有特
色的土特产品，全国及当地知名
电商主播走进直播间为王奉名

优农产品代言。活动现场，举行
了山药大赛，王奉镇白玉山药被
授予“好品山东·乡村名品”荣誉
称号。王奉镇为11家优秀电商企
业、15家优秀电商网店(直播)、
26名优秀电商创业者、60名直播
网红进行了表彰颁奖。

来自江苏徐州的山药收购
商方军告诉记者，2014年，他抱
着试试看的态度来王奉收山药，
王奉的山药种植面积大，产品质
量高，这吸引他一直留在这里。

“现在我每天的山药收购量是在
5万斤左右，每年大概在王奉镇
收购山药四百万斤左右。”方军
介绍，除了山药自身品质高以
外，王奉镇的营商环境很好，政
策支持力度大，这更坚定了他长
期扎根王奉的想法。

王奉镇的47岁村民张爱丽

是一名新晋网红。她告诉记者，
一个多月前，她参加了王奉镇的
电商培训，后又在莘县参加了三
天的电商培训。回来后，她就干
起了直播。“我卖的是自家产业
园种植的小米、鹅蛋、山药等农
副产品。干起直播后，吸引了很
多顾客来我家产业园买货，现在
线上线下一天的销售额达到了1
万多元。”

莘县王奉镇党委书记李强
介绍，王奉镇地处黄河故道，土
地沙化，适合山药种植。王奉白
玉山药汁多脆度高、口感爽脆、
富含黏蛋白、远近闻名。目前全
镇山药常年种植面积达到3万亩。
近年来，王奉镇发挥线上线下优
势，借助电商全力推介名优农产，
探索“电商+名优农产”模式，鼓励
培训本土电商直播人才，增强“王

奉白玉山药”对外的核心竞争力
和社会品牌广泛影响力，树立南

铁棍、北白玉品牌化建设，全力打
造“山药电商小镇”。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近百种富有特色的土特产品。

本报聊城11月12日讯(记者
李军) 11月3日，山东省工

业企业智能化绿色化技改(东
阿)现场会召开，大家围绕产业
转型发展这一主题共聚一堂，
赋能东阿县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助推东阿工业高质量发展。

此次会议由山东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聊城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指导，山东省两化融合促
进中心、山东省数字经济协会、
山东省循环经济协会协办，东
阿县人民政府主办。

山东省工信厅规划与技术
改造处副处长燕乐政，聊城市
工信局局长高峰，东阿县委副
书记、县长孙奇宏，聊城市工信
局二级调研员徐培范；山东省
工信院、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山东省
两化融合促进中心、山东省数
字经济协会、山东省循环经济
协会的负责同志；聊城市各县
市区工信局(经发局)负责同志；
工商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
行、智能化绿色化技改服务机
构负责同志；东阿县128家重点
企业负责同志等出席现场会。

东阿县委副书记、县长孙
奇宏致辞，在发展工业过程中，
东阿县委、县政府始终高度重
视研发创新和技术改造。企业
研发投入逐年增加，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25家。今年筛选了40
个项目列入技改项目动态储备
库,9个项目被评为聊城市2020
年百项技改重点项目。1-9月份
全县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63 . 3%。
聊城市工信局局长高峰讲

话指出，在省工信厅的大力支
持下，聊城市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市决策部署，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紧紧围
绕建设制造业强市目标，加快
实施“八大行动计划”和“六个
一批工程”，设立了技术改造奖
补资金，出台了《聊城市传统产
业智能化技术改造三年行动计
划(2020-2022年)》，引导和支持
企业加大技改投资。1-9月份，
聊城市技改投资完成额同比增
长67 .9%，增幅居全省第2位。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公
司、诺伯特智能装备(山东)有
限公司、济南海马机械设计有
限公司等20余家智能化绿色化
技改服务商分别进行了路演，
工商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

负责同志分别对融资租赁等产
品及服务进行了介绍。

会议最后，省工信厅规划
与技术改造处副处长燕乐政讲
解了技改政策措施。

3日下午，技改需求企业与
服务商进行现场对接，通过提
问与解答等方式，开展“面对
面”免费诊断咨询服务。东阿阿
胶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阿钢
球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合作伙
伴济南翼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无锡专心智制科技有限公
司签约。

现场会结束后，智能化绿
色化技改服务商将继续留在东
阿入企开展“一对一”免费诊断
咨询公益服务周活动，为企业
把脉问诊，对实施智能化绿色
化技改的企业进行免费咨询服
务。

“一对一”免费诊断，为东阿企业把脉问诊

智能化技改赋能工业企业转型升级

山东省工业企业智能化绿色化技改(东阿)现场会召开。

“谢谢国家记挂着我们这
些老兵，这枚纪念章我会好好
收藏，可惜我那些牺牲的战友
看不到了。”提起几十年前的往
事，高唐县琉璃寺镇抗美援朝
老战士初吉方唏嘘不已。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近日，
琉璃寺镇党委书记李元生，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韩伟为该镇
5位抗美援朝老战士送去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
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 0周年”纪念
章。

“我想见一见老战友，还想
去纪念馆看看，当是寄托一下
哀思。”初吉方老人表达了自己
的“微心愿”后，琉璃寺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的“梨花”志愿者们
决定帮助老人实现他的心愿。

10月28日，志愿者们将初

吉方老人与王进先老人接到了
琉璃寺战斗纪念馆，两位老人
见面后都很激动，回忆往昔峥
嵘岁月，感慨眼下幸福生活。

“孩子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拥护党
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与老百
姓心贴心。”在随后的党课上，
初吉方郑重地向青年党员说
道。

(杨东)

再见面忆峥嵘岁月 讲党课传红色精神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城中
心小学成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切
实关心困难学生的学习、生活问
题。加大教育扶贫政策的宣传力度,
通过微信工作群、主题班会、讲故
事比赛、家访等宣传渠道；加大扶
贫工作宣传力度，大力宣传教育扶

贫方针，让学生家长了解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政策。为了解建档立卡
学生在家生活、学习等情况，着重
从心理上、思想上、情感上及家教
理念上进行沟通，以达到“扶贫必
先扶志”的要求，激发内生动力，依
靠自身力量脱贫致富。

聊城开发区北城中心小学教育扶贫宣传活动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改善
办事处贫困户的生活居住环境，贫
困户家小道提升工作列入工作议
程。代桥村有一老大娘代王氏83岁
了，对硬化小道提出了异议，说自
己年龄大，腿脚不利落了，如果摔
倒了，头碰到土地上顶多摔一下

子，头碰到砖头上后果就不堪设想
了。大娘的担心不无道理。考虑为
了达到既提升环境又保护大娘的
人生安全的问题，特意为大娘铺设
小道选用了幼儿园、学校里用的人
造草丝，这下大娘的顾虑没有了，
绿色的草丝铺上后还非常美观。

聊城开发区：想群众所想，解群众之急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物流园
区管委会多措并举，下足绣花功
夫，确保脱贫攻坚成色更足，质量
更高。

党建引领，确保思想认识到
位。管委会充分认识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重大意义，保持攻坚态势，全
面夯实党工委主体责任，领导督
导，确保责任落实到位。街道主要

领导带头遍访所有村庄，现场“把
脉会诊”，摸实情，出实招，全面了
解贫困户致贫原因，帮扶措施以及
政策落实情况，干部帮包，确保措
施执行到位。全区26个贫困户均安
排了机关干部作为帮包责任人，每
周一次入户走访，记好日志，了解
贫困户的所需所求，及时跟进，解
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

聊城开发区物流园区精准扶贫下足功夫

为扎实做好当前扶贫工作，进一
步巩固提升帮扶工作成效，确保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临清市松林镇召开脱
贫攻坚培训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梁
勇主持，全体帮扶责任人参加会议。

粱勇要求要强化政治担当，进
行全面再摸排。对标立靶，群策群

力抓整改。部门联动，统筹推进促
落实。全体机关干部要卯足干劲，
坚持干字当先，干在前列、干在实
处、干出成绩，以实际行动践行“两
个维护”，抓好各项工作，确保高标
准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打好脱贫攻
坚这场硬仗。 (张博)

临清市松林镇群策群力齐攻坚保收官

近年来，莘县大王寨扶贫项目
基地及周边主要是种植樱桃西红
柿(圣女果)，扶贫项目基地可达到
从种子到种苗，种植服务及销售的
一体化农业公司。

截至目前合作社共流转土地
545亩，建设高标准蔬菜大棚六十多

座，连栋育苗棚3000多平方米，钢构
玻璃育苗棚一处，简易蔬菜交易市
场一处。参与合作社贫困社员达到
了560户，温室大棚种植面积超过
700亩，年销售收入达1120万元，年
盈利140多万元，实现了一年一小
步，两年一大步的发展目标。

莘县大王寨镇蔬菜合作社为脱贫保驾护航

近几年来，莘县大王寨镇依托
莘县鼎侬蔬菜公司及莘县双利蔬
菜瓜果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程，采
取“公司+合作社+社员+扶贫项目”
运营方式，公司出资建设大棚占
51%，扶贫项目资金参与30%，合作
社土地及人工占19%。

该项目借助上级扶贫专项资
金110万元，东西协作资金510多万
元，建成了冬暖式蔬菜大棚45座及
近6000平方米连栋育苗棚。2020年，
共有一千二百多人次享受到来自
于项目基地的收益，达到了稳定脱
贫条件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莘县大王寨镇依托蔬菜瓜果产业助力扶贫

莘县大王寨镇是传统的蔬菜
大镇，由于缺少技术和销路，对群
众脱贫的带动效应不明显。为此，
镇党委、政府在“配套服务”上下
功夫，与山东农业大学、聊城大学
农学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引进一体
化基质栽培、臭氧发生器防治病虫

害等新技术。建立蔬菜交易市场8
个，吸收500多名贫困群众就业。西
王庄村种植大户刘双利在镇党委、
政府支持下，建立了双利瓜果蔬菜
专业合作社，目前社员达到360个，
共有630多亩大棚，年总收入达到
1600多万元。

莘县大王寨多措施助力脱贫攻坚

临清市老赵庄镇：再培训、扶真贫、真扶贫

为进一步提高帮扶干部业
务素质和工作能力，近期，临清
市老赵庄镇召开脱贫攻坚业务
培训会，对全体帮扶干部开展脱
贫攻坚业务知识培训。培训就脱

贫工作最新要求、重点扶贫工
作、上级检查重点关注的问题、
重点扶贫政策落实要求及如何
做好帮扶工作等方面进行详细讲
解。下一步，老赵庄镇将继续深入

学习理解脱贫攻坚政策，紧盯“两
不愁，三保障”、政策落实、数据信
息开展大走访大排查，瞄准突出
问题，全面查缺补漏，切实做到扶
真贫、真扶贫。 (马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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