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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梅 武宗义

□本报记者 王福录
本报通讯员 郭 虹 邢金锋

给有志者出“点子”

室外，滴水成冰；室内，春意融融。来到县城
西郊的荣德堂文化创意产业园，见到经理孟凡
府，寒暄总被一个个电话打断：“请问您是哪里？
山西太原？预订130万套春联？对不起，订单已经
排满，实在不能再接订单了……”采访不到一个
小时，孟凡府就辞了6个订单。

采访中，记者记下了关于他和荣德堂的故
事：家住水湾镇孟桥村，父亲念过私塾，懂书法。
每年春节前，街坊邻居就去找老人写春联，孟凡
府就当帮手把春联晾在桌椅上、绳子上。多年耳
濡目染，他学会了写春联，每年春节前，他都设
摊卖春联，生意越来越红火。孟凡府的精明，引
起了工商干部的注意。一天，县工商局局长刘
洪、副局长于智强找到他，给他出“点子”：把春
联生意做大，进军文化产业，把春联、剪纸等产
品推向全国！

但是，没地方、缺资金，“老虎吃天，从哪里
下口”？县工商局提供全方位服务：协助征地40
亩，成立公司，注册商标“荣德堂”，创办网站，先
后帮助贷款500万元。今年2月动工，9月就建成
了“荣德堂文化创意产业园”，并安装好印刷设
备。到11月底，就签订了2200万套春联的订单，

安排了60人就业，200个农户帮助包装发货。孟
凡府满怀信心：“现在是满负荷生产，今年能纳
税60万元以上……”。

孟凡府在无棣可不是个例，有298人像他这
样升级为企业家，把加工作坊变为企业。

给有为者送“牌子”

采访中，记者记下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渔
网加工大户丁玉种的。

丁玉种自2007年搞渔网加工，由于质量好，
不断接到国外订单。可是，他没有自己的公司和
商标，一直依赖外省一家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
业。为此，小泊头工商所所长高全力多次登门拜
访，给他献计献策：满足于“借船出海”，不能做
大做强；要驰骋商海，既要有自己的“船”，又要
有自己的“帆”；没有自己的品牌，好比没有船
帆。一番话，让丁玉种豁然开朗。今年3月，他只

用两天时间，就注册成立了无棣海川网具有限
公司，并注册了“棣川”商标。至今运行8个月，带
动了28个加工户发展，吸纳就业480人，网具走
进了国际市场。到11月底，出口网具1200多万
元。

一个品牌可以拉动一方经济。丁玉种的成
功，产生了连带效应，大家纷纷学习效仿。县工
商局借此扩大宣传，组织培训6次，上门指导服
务1700余次；同时，分类培育品牌，实行“一对
一”或“多对一”结对帮扶。至今，企业申报注册
商标130件，创历年申办商标数之最。目前，全县
共有注册商标436件，其中山东省著名商标7件、
滨州市知名商标18件。

给迷路者指“路子”

采访中，关于陈明山创办合作社的事，是记
者记下的第三个故事。

陈明山所在的车王镇贾家村，有60户人家768
亩耕地。近几年，村中劳力纷纷外出务工，耕地无
人管理，撂荒严重，耕地里野兔乱窜。对此，身为
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明山仿佛迷了路。县工商局局
长刘洪获悉后，与车王工商所所长张建德多次登
门指路子：成立专业合作社，搞集约化经营。很
快，注册、验资、颁发执照，无棣益源农牧专业合
作社成立了，全村112个村民成为新型社员。

“有了合作社，难题解决了！”陈明山说起来
喜不自禁。合作社以土地为股份，以户为单位按
亩计股，年终扣除生产费用和合作社基金，按股
发放红利。合作社成立后，车王工商所所长张建
德协调贷款20万元，购进了联合收割机、旋耕机
等农机。今年，种植的600亩小麦、50亩土豆、100
亩棉花和20亩大葱，全都喜获丰收。

一个榜样一面旗。益源农牧合作社红红火
火，吸引全县各类合作社如雨后春笋，很快发展
到367家，出资总额2 . 9亿元，社员达到2936人。海
丰街道办代家村在工商部门的帮助下，贷款100
万元，建起了一座占地20亩、有10个养殖单元的

“益农洼地绵羊繁育合作社”，今年出栏肉羊4万
只，销售收入410万元。养殖户张建峰喜笑颜开：

“俺家养了460只洼地绵羊，每只纯利150元，收
入6万多元。”11月22日，埕口镇宋王村成立了无
棣县第一家淡水渔业合作社——— 银海乌鳢养殖
合作社，有水面400亩，社员14人，理事长李卫平
有10年养殖经验。社员李国栋欣喜地说：“有了
合作社，以后养鱼产销有人帮，不愁了。”

助帆船远航 促独木成林
——— 无棣工商部门实施“千企工程”记事

脏阅读提示 助帆船去远航，促独木快成林，是对无棣县工商部门实施“千企工程”

的贴切比喻。其内涵是，通过市场准入、打造品牌、融资助企等8个方面服务企业，优化环

境。一年过去了，成效如何？数据最能量化成效：目前，全县新发展各类企业和专业合作

社1170家、个体工商户2680家，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298家。

显赫的数据，引起了记者的兴趣。12月12日上午，记者来到无棣县工商局座谈，并走

访荣德堂文化创意产业园等，采撷到仨人仨故事……

□本报记者 王福录
本报通讯员 王际灵 郭玉君 王海波

他是“滨州十佳孝星”候选人；也是五四
三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主任，他就是今年60岁
的王其祥。当了27年“村官”，他做了多少好
事，有人说，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
12月14日，记者来到滨城区北镇办事处采访了
他和多位居民。

常言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是大家都
说，王其祥这个女婿胜过亲生儿！王其祥家住
马家庙村，1971年参军当了炮兵，1976年3月复
员回乡。爱人说：“父母年迈，需要照顾，你就
当上门女婿吧。”他二话没说，就在五四三村
落了户。他脾气直率，说话嗓门大。可是，无论
是对待岳父母，还是对待父母，真是体贴入
微，关心备至。马家庙的乡亲夸他是“好儿
子”，五四三村的乡亲则夸他是“好女婿”。

王其祥孝敬老人，品德高尚，赢得了村民
的尊敬。1984年3月，他当选为五四三村村党支
部书记。当时村子很穷，集体财产只有一个马
车店和10亩苹果园。如何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于是，他动员妻子拿出复
员费1300元，又贷了3万多元钱，建起了一排沿
街房。如今，这里已经形成了占地15万平方
米、从业人员650多人的纺织品批发市场，年租
金收入达到110多万元。

五四三村有了积累，群众也富裕了。但
是，王其祥还不满足。他带人3次考察市场，创
办了惠友化工公司。此后，又与山东大学等高
校签订协议，引进专利技术，研发了环保新产

品硫化黑等产品。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五四
三村改为居委会。没有土地了，他又力排众
议，到10公里以外的郊区工业园购地60亩，创
建了元通化工有限公司，安排220人就业。

如今的五四三村共110户人家、438口
人，三分之二的户有了汽车，住上了楼房。
可是，王其祥心里却并不轻松，他时刻惦记
着96名60岁以上的老人：王大娘有多年的风
湿病，需要照顾；李大爷有个瘫痪在床的老
伴；张大爷老伴刚刚去世，衣食无着……所
有这些，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宋莲英大娘今
年92岁了，不管多忙，他每周三、周六都要
去老人家与老人聊天，老人过生日，他一次
没忘过，总要带上生日蛋糕和1000元钱。宋
大娘说：“他就像俺的亲儿子！”

五四三居富裕起来了，可是王其祥坚持
不买好车，不住豪宅，收入全用在福利上。
现在，该居委会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养老
金360元，80岁以上的发500元。设立了慈善
基金，专门奖励“好媳妇”“好女婿”。今
年4月居委会换届，他全票当选。居民们都
夸：“他是个好人！”

■民生故事

大爱奉献众乡亲———

好人王其祥

□通讯员 李伟 记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邹平讯 82岁的左公茂，是邹平县

小高村的能人,打鼓、唱戏、说书,样样都拿得
起放得下，但以前只在过年时才露一手。现
在，村里建起了老年活动室等文化娱乐场所,
他如鱼得水,逢人就说：“现在我不光在本村
的文化场所玩，还到姜家村文化广场玩，走
过去还不到20分钟……”如今，在邹平858个
村，村村都有一处文化广场，形成了完善的
“15-20分钟”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圈，实现了
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

实施“811”工程，是邹平县打造“15-20
分钟”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圈的创新之举。2008
年，邹平启动“811”工程和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即建造100家农家书屋、100个文化大
院、100支农民文艺宣传队、100支农民健身队,
培训100名农村文化辅导员,为农民送戏100场,
为100个村送100套锣鼓,为100个村送100套体育
器材,创作10件反映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每月
每村放映1场电影。3年来，该县投入120余万元，
购买电脑、摄像机和卫星接收设备，建设了电
子阅览室以及多媒体中心机房，融合远程教育

网络，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村通。同时，
出台以奖代补政策，先后投资1000余万元，通过
招标方式购买图书、体育器材等，赠送到了全
县600个村庄。截至目前，全县16个镇办已建成
镇级文化广场17个，镇办综合文化站、农村文
化大院和农家书屋实现了全覆盖。

从2 0 0 9年开始，邹平设立“范公文化
奖”，县政府每两年拿出40万元奖金奖励获
奖人员。文艺工作者“写邹平，说邹平，唱
邹平，演邹平”，共创作300首歌曲、50多个
曲艺节目，出版文艺作品40余部。

城乡统筹 普惠共享

邹平构建15-20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董乃德 宋强
报道

为活跃冬季农村
文化生活，邹平县近
日给该县16个乡镇、
办事处分别配发腰
鼓，并派专职教师分
组到各乡镇指导打腰
鼓。图为县文体局干
部吕文彩(右)在教授
长山镇妇女学习打腰
鼓。

□张新全 樊福军 张秀华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2月11日下午，北海渔业合

作社社员宋连云，抱着一摞筐来到合作社说：
“快把我捕捞的毛虾过秤，海里张着网呢！”以
前，宋连云渔船一靠岸，就得到处找销路，十分
麻烦。现在方便了，只管出海捕捞，其他事情合
作社全办了。

北海经济开发区有3个渔村220艘渔船。长
期以来，分散经营使渔民的渔货销售等难题不
好解决。为此，区党工委积极引导鼓励渔民抱团
发展，成立了渔业合作社，现有成员191人，有的
出海捕捞，有的在岸上养殖。合作社有养殖面积
17万亩，集繁育、养殖、加工于一体。目前，生产
的“海诚”牌对虾、梭子蟹、缢蛏等9个品种被农
业部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畅销京津等地市场。
截至11月底，全区水产品产量6万吨，渔业产值
3 . 5亿元，同比增加15 . 7%和12 . 9%。

□王志强 王康常 郝安振 报道
本报博兴讯 近日，博兴县兴福镇36个自然

村的农民乘坐上免费公交车。据了解，这是全国
第一个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免费镇域公交乡镇。

兴福镇常住人口3 . 6万人，暂住人口2万人，
是江北最大的黑白铁集散地和中国厨都。根据
客运量调查显示，每日兴福镇内流动人员近3万
余人次，人流、物流、车流相对集中，但是，公共
交通体系相对落后。为此，博兴县交通运输局与
兴福镇政府大胆探索，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公交
事业。于是，位于兴福镇的山东天龙集团投资
120万元，成立了博兴天龙公交公司，购置了6辆
环保型公交车，开通了3条线路；同时投资80万
元，安装公交站牌32处，实行免费乘车。城外李
村农民李长清高兴地说：“民营企业办公交，给
咱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

□通讯员 赵清华 王聪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2月2日，滨州经济开发区劳保办公

室工作人员孝衍英，准时将籍家村吴绍文老人的养老
金送上门，行动不便的吴绍文激动得老泪纵横。今年以
来，滨州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以“四亮四评”为载体，扎实
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努力让窗口更亮，服务更
优，群众更满意。

该区在窗口单位中开展的“四亮四评”，主要是亮
流程，实行首问首办、限时办结，努力让群众“少跑一趟
路、少排一次队、少等一分钟”；亮身份，公开党员信息，
接受群众监督；亮职责，亮承诺。各单位把“自己评、群
众评、领导评、组织评”作为推进方式，开展各类点评
526次，群众满意度达95%以上。区国税局对4个办税服
务大厅进行民主评议，满意度达98 . 8%。联通公司每月
评比“话务标兵”、“微笑大使”、“营销能手”10名，全力
打造服务品牌，赢得好评。

□通讯员 耿军 王美健 王秀民 报道
本报惠民讯 “凡是举办婚礼，只要不嫌弃，俺们就

去捧场，分文不收。”12月6日，惠民县何坊办事处大由村
农民由中华边说边拿出一个小本子给笔者看，上面写着
预订的演出地点和时间，已经排到了明年1月份。

年轻时就爱好音乐的由中华，退休后牵头成立了
这个庄户剧团。成立两年的剧团目前有演员12人，平均
年龄58岁，其中66岁的赵美蓉岁数最大，她乐呵呵地对
笔者说：“自从参加了剧团，心情愉快了，身体也结实起
来啦！”

据了解，剧团演出用的道具，都是剧团成员自愿购
买的，其中由中华出资1万元。目前，全县已有110多家
这样的“庄户剧团”，群众由台下的观众变成了台上的

“主角”。

□通讯员 林世军 报道
本报阳信讯 近日,在阳信县城学校、超市

等人流量密集区域，出现了3个流动警务室，24
小时值守，给人们带来了安全感。为了实现打防
管控一体化，阳信县公安局把派出所搬到了大
街上。据了解，每个流动警务室有3至4名民警值
班，安装了GPS监控系统、车载电台和无线视频
图传系统，配备有饮水机、急救箱等。民警可就
地调解纠纷、处理报警案件，最大限度地预防和
减少治安案件的发生。自11月21日投入使用以
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起到了法制宣传、
治安管理、防范控制和便民服务的作用。目前，
流动警务室共接受群众报警求助17起，现场服
务群众100余人。

□通讯员 高鹏 陈方明 报道
本报沾化讯 来到沾化县富国办事处西沙村苏吉

孟家采访时，看到75岁的苏吉孟戴着老花眼镜，坐在书
桌前，正剪贴报纸。他说：“从剪报中可看到祖国的变
迁，打心眼里高兴。”这一本本、一套套剪报，把农家小
院变成了“文博馆”。

苏吉孟曾担任过20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养成了剪
报的习惯。退休以后，他每年自费订阅《人民日报》《大
众日报》等报刊，重要史料都剪贴下来。床上、床下、桌
子上、柜子里，到处放着他的“宝贝”，他用18年积累了4
万多件剪报。12月初，他在村文化大院，举办了以“爱
党、爱国、爱家”为主题的文博展。苏吉孟说：“共产党员
永远是宣传员，我年纪大了，却干得更起劲了！”

□通讯员 徐双 报道
本报博兴讯“消防安全，不可忽视！”连续发生的火

灾，引起了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截至目前，博兴县12个
乡镇、街道全部设立消防工作办公室，全县448个村居配
齐消防安全专兼职管理员，负责日常消防安全工作。

实行“三级”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博兴县消防安全工
作，以乡镇办为“大网格”,配备2名专职工作人员；以行
政村和社区为“中网格”，细化村民委员会和社区消防
安全管理职责；以街区、居民楼院、村组为“小网格”,成
立群众性义务消防员, 大力推行“村民、居民联防”机
制，形成了“组织健全、责任明确、力量综合、条块结合、
管理到位”的基层消防工作格局。

博兴县兴福镇
36个自然村开通
免费公交车

北海经济开发区
渔民抱团大海捞金

阳信流动警务室
零距离服务群众

惠民“庄户剧团”
闹活乡村

滨州经济开发区
开展“四亮四评”创先争优

沾化县老党员苏吉孟
18年集出一个“文博馆”

博兴县448个村居
配齐消防安全管理员

□蒋惠庆 吴菁 报道
12月6日，无棣县民间绒绣技师马利平来到海丰街

道中心小学，为小学生介绍绒绣艺术。绒绣是一种独特
技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魅力。该县
组织开展“‘非遗’进课堂”活动，加深了中小学生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无棣“非遗”进课堂

□郭玉君 王海波 王福录 报道
本报滨州讯 居住在五四小区的王昆山大爷今年

67岁，患有气管炎、高血压等慢性病，经常为去医院发
愁。现在有了医疗保健卡，只要打个电话，用不了5分
钟，医生就可上门服务。王大爷高兴地逢人就说：“有了
医疗服务卡，再也不用发愁了！”

11月19日，记者来到这里采访时了解到，为了打造
“幸福北镇”，该办事处党工委投资500多万元，在6个社
区建立统一标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社区配备4
名全科医生，为社区居民发放了医疗保健卡，对行动不
便的病人，提供上门服务，免费出诊，免费送药；每个社
区还配备了60张病床和40件康复器材，居民小病可以
不出社区，大病及时转诊。与此同时，北镇办事处机关
干部每人包一个村居，印制了亲民联系卡，承诺困难救
助、法律咨询等12个方面的服务内容。截至目前，已发
放亲民服务卡1 . 3万张，为群众解决难题150个，落实救
助金24万元，调节矛盾纠纷58起。还有许多居民申领了
文体活动卡，凭此卡，居民可随时到电子阅览室看书、
参加各项娱乐活动。

北镇办事处
推出惠民“三张卡”

□李荣新 王建美 报道
12月2日下午，滨城区交运社区居民王希林

高兴地领到“爱心白菜”。为帮助菜农解决卖菜
难问题，滨州市福彩中心在滨城区交运社区举
行“爱心救助进社区”活动，将购买的1万斤“爱
心白菜”免费发放给社区的100个低保户。

●王其祥正在照顾孤寡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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