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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6月22日至26日，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晓明率山东
省经济合作交流团赴台举办第二十一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并对台湾考
察访问。

交流团广泛接触台湾各界人士，考察了汽车电子业、现代渔业、
环保、健康产业等，重点介绍了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深化鲁台
经济合作交流的良好环境，就推动山东与台湾交流合作进行了深入探
讨，促进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台期间，于晓明会晤了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中国国民
党副主席黄敏惠、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林中森、海峡两岸经贸文化
交流协会会长江丙坤、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义联集团创办人林
义守等知名人士，出席了山东省有关部门、团体和济南、烟台、潍坊
等市与台湾有关团体联合举办的鲁台经贸洽谈会系列专题活动，就扩
大鲁台经济合作进行了交流，并商讨了合作事项。于晓明在两岸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论坛上发布的五项惠台措施，以及同时启动的“两岸新
页—中小企业合作平台”，得到了台湾各界人士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和
好评。

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王乃静参加有关活动。

□ 本报记者 赵 琳

“谁能帮忙找找我的救命恩人啊！”
3月10日，金乡县金乡街道吴庄村村民吴
海涛和村支书带着一件棉衣、一个钱包和
一个士兵证来到县武装部。

那天下午，吴海涛趁着酒兴来到万福
河河边垂钓。眼看一条大鱼上了钩，他站

起来溜鱼时不慎滑了下去。河水冰冷造成
吴海涛腿脚抽筋，完全滑入河中。他赶紧
呼救，周边路过的人听到喊叫，赶紧打电
话求救，但时间紧迫、河水较深，吴海涛
很快体力不支。

危急时刻，一个身影纵身跳入冰冷的
河中，向吴海涛奋力游去，把他拖拽上
岸。吴海涛被救上岸后心有余悸，冻得瑟
瑟发抖，话也说不上来，这名年轻人见状
就将自己的棉衣脱给了他，之后便悄悄离
开了事发现场。当时在场群众纷纷赞扬救
人青年出现得及时，不然吴海涛一旦沉到
河水里，后果将不堪设想。

劫后重生的吴海涛根据棉衣里的士兵

证，来到金乡县武装部寻求帮助，于是就
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在县武装部的
大力协助下，很快联系到了这位舍己救人
的陈昊天。

陈昊天是一位现役军人，二炮兵某部
士兵。春节期间，他回家探亲。吴海涛遇
险时，陈昊天正陪着母亲驱车到万福河游
玩。听到呼救声，坐在车里的陈昊天向河
边望去，却只看到河里不断溅起的水花，
立即意识到河内出现险情。“不好，有人
落水了！”陈昊天只来得及对母亲说上这
么一句话，车还没停稳，他就推开车门，
迅速冲到河边，跳水救人。母亲一时间竟
没意识到儿子要做什么，更来不及交待儿

子一声“注意安全”。
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者只是陈昊天

做过的诸多好人好事中的一件。早在2013
年5月，在湖南怀化城区办事的陈昊天曾
在公交站拾到一个胀鼓鼓的棕色公文包，
在等不到失主的情况下，他打开包查找联
系方式，看到一扎扎百元大钞。陈昊天想
找当地派出所报警，可由于归队时间就要
到了，他只好先把包带回营区，交给分队
领导。经点验，包内共有现金29 . 2万元。
当天下午联系到失主冯晓东后，他将巨款
原封不动交还给失主。冯晓东一定要拿出
2万元表示感谢，被陈昊天婉言谢绝。

□ 本 报 记 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2014年，在全国69个资源枯竭城市转
型效果综合考评中，淄川名列第三、区县
第一。

然而，2008年，杨洪涛到淄川任职
时，正值当地老工业区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如何走出一条资源枯竭城市凤凰涅
槃、浴火重生的科学发展之路？这是他和
淄川广大干部群众绕不开的“难题”。

“搬家”“赌玉”

——— 断财路后找出路

依托当地煤炭开采，改革开放以来，

淄川冒出一大批小石灰、小炼铁、小建陶
等“土小”企业，资源能耗高、环境污染
重。2006年，全区空气良好以上天数只有
6天，百姓有怨言。

怎么办？经过多次深入扎实调研，杨
洪涛提出“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以关停
“土小”企业为突破口，扶优汰劣，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

关停“土小”企业，意味着砸了人家
“饭碗”。有人劝他“稳着点，仕途上不
能冒这么大风险”，个别人甚至扬言“要
给他点颜色看看”。但杨洪涛没有退缩，
和广大干部一起埋头苦干，一鼓作气把淄
川的小炼铁、小石灰窑清除：累计关停
1300余家“土小”企业，淘汰建陶产能
7000万平方米、煤炭产能400万吨。

“断财路”的同时，淄川也为企业积
极“找出路”，实施了“搬家工程”和
“赌玉工程”。

“搬家”意在工业重新布局，打破行
政区划界限，把散乱布局和混杂在居民区
的企业分门别类搬进10个产业园区，其间
更新装备工艺，加速企业集中、资源集
约、产业集群，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赌玉”是为了推进科技成果产业
化，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在科技项目引进上进行风险投
资。2008年，杨洪涛带头策划了“百名专
家淄川行”，迄今已连续举办七届，成为
立足淄川、辐射周边的产学研合作品牌，
累计有1500多名专家参加活动，与30多所
高校院所、20多名院士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签订合作项目300余项。

大规模的关停压减，淄川发展非但没
有停滞，质量和效益不降反升，生态环境
不断好转。2014年，淄川GDP、财政收入
分别是2011年的1 . 29倍、1 . 42倍。2013年，
全区空气良好以上天数达到200余天。原

来连蚊子都难以存活的孝妇河，重现鱼游
蛙鸣。

提升产业层次

——— 微笑曲线笑意浓

新星集团董事局主席魏心东，这位商
海的老兵，对杨洪涛一直想说一句“谢
谢”。

25年间，魏心东把一个仅有7人的供
销代销点发展成职工7000多人、年销售收
入近70亿元的新星集团。然而，电商冲击
下，如何使得集团基业长青？魏心东绞尽
脑汁。他也不是没有看到电商的前景。但
477家门店的稳步发展和对电商的不甚了
解，让他犹豫不决。

2013年10月，杨洪涛带领调研室、发
改、商务等部门负责人，到该集团专题调
研新星网上商城建设。从国家产业发展趋
势，到当地政策支持、企业自身实际，他
掰开揉碎给魏心东分析，打气鼓劲，并就
专业人才、金融和互联网相互结合等问题
“支招”。

一番动员下，魏心东不再犹豫，投资
1 . 73亿元建设新星电商平台、新星微商
城、电商大楼和电商配送中心。去年，网
上商城实现销售收入5 . 7亿元。

“机遇稍纵即逝，抓不住电商这波大
潮，我们就可能被淘汰。可以说，新星从
单纯的实体店销售的低端服务业，发展到
现在包括小额贷款公司、网上商城和物流
园的高端服务业集团，都离不开当地好的
营商环境。”魏心东说。

近年来，该区不断提升产业发展层
次。新能源、新医药、新材料、新装备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年均30%以上增速，
新的产业优势正在加速形成，“微笑曲
线”笑意渐浓。

打造良好社会环境

——— “生态”建设不止于山水

资源枯竭城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不仅是经济的升级，更要社会环境的优
化。

读书和调研，是杨洪涛最大的爱好。
读书是为了充电，不管多忙，他每天都要
拿出至少一个小时读书，历史、哲学、经
济管理。调研则是为了全面把握淄川实
际，了解当地人民所思所想。

杨洪涛把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建设
良好的社会风气作为淄川长远科学发展的
基石。他严抓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通过学
习、培训、考核等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措
施，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在淄川党员干部
中蔚然成风。通过网格化管理服务、双代
办（群众事务干部代办、企业事务干部代
办）一下子拉近了干群关系，提高了党员
干部为人民服务的主动性和能力。

杨洪涛带领广大干部，一起大力推行
爱诚孝仁“四德”工程，倡导家风村风行
风“三风”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40万个道德承诺卡、680个道德
讲堂、490处“四德”文化广场如春风化
雨，把淄川打造成了文明道德高地。

昆仑镇大昆仑村50岁的村委委员孙玲
对此深有体会：过去大昆仑村垃圾遍地，
垃圾袋挂满树梢，村民经常为了鸡毛蒜皮
的事吵架斗嘴甚至大打出手；而现如今，
潜移默化的四德教育、家风家训征集活
动，让村风大大好转，村民逐渐培养起读
书、跳舞、唱歌等爱好，街道不见了垃圾
粪堆，种满了花草树木。以前每年要调解
近百起邻里家庭纠纷，现在则不到十起。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才是真正的
幸福。”孙玲说。

纵身冰河勇救人 战士离开不留名

“破”有魄力 “立”有办法
——— 记淄博市淄川区委书记杨洪涛

郡县治，天下安。县委是我们党
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
记是“一线总指挥”。在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进程中，县
委书记队伍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为展示新时期优秀县委书记的精
神风貌，本报自今日起开设“县委书
记风采”栏目，推出部分县委书记的
事迹，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奋发
有为、干事创业，自觉践行“三严三
实”和“四有”要求，为推动我省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前列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开栏语

（上接第一版）养殖专业户王道荣已
经尝到了这种转变的甜头。去年开始 ,他
在东阿阿胶的技术扶持下 ,将饲养规模扩
大到70多头,其中一半是母驴,很快开始生
产和配送驴奶。“母驴的哺乳期是六个
月,每天产奶一斤半,每斤能卖到24元，供
不应求。一头母驴光产奶每年就能赚6000
多元。”另外 ,已有医药生产企业前来采
集孕驴血样本 ,很快将签订收购协议。
“驴奶、孕驴血、孕驴尿等全部开发出
来,驴就成了能循环挣钱的‘小银行’,一
头驴每年挣1万元不成问题。”

“与牛、羊、猪相比，在肉食方面驴
没有优势，但是做好活体循环开发，把它
当药材养，其他的都不如驴有价值。”秦

玉峰表示。
日前，东阿阿胶相继与日本Snowden

公司和内蒙古伯恩药业公司分别签订合作
协议，在驴胎盘和孕驴血等方面的开发进
行深度合作。

期待同等待遇 提升养殖规模

在做大驴产业方面，东阿阿胶颇具信
心和雄心。据秦玉峰介绍，公司“十三
五”的战略目标是阿胶、复方阿胶浆、桃
花姬阿胶糕、生物药的产值分别达到60
亿、30亿、20亿、10亿。在拉长产业链、
增强科技含量、提高附加值等多方面，企
业大有可为，不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提升养殖规模。
“目前，我们全旗肉驴存栏量已由

2012年前的16万头发展到21 . 5万头。”内
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人民政府旗长于宝君介
绍，政府加大了支持引导力度是重要原
因，2012年当地扶持325个养殖户发展肉
驴产业，为养殖户协调贷款达700多万
元，并每年拿出500万元专项扶持养驴。

早在去年聊城就作出决策，加快发展
特色毛驴养殖业，推进“政府+企业+银
行+合作社”的发展模式，通过资金补贴
和信贷支持推动产业发展。现已建成养驴
合作社(规模养殖场)70余个，发展养驴规
模50000余头。聊城还将协调菜篮子、标
准化养殖等畜牧扶持项目向养驴产业倾

斜，扶持资金不低于20%将用于养驴业。
“政策是保障，如果国家部委列入相

关政策支持驴项目，如良种工程、良种补
贴、体系行业项目等，将可极大促进产业
发展。”韩国才说。

据了解，近3年农业部与财政部连续
对奶牛、肉牛、耗牛、羊进行了良种补
贴，对产业发展起到了切实扶持作用。秦
玉峰建议，“能否将毛驴产业纳入大型牧
畜范围与牛羊同等对待？使养驴享受规模
养殖场标准化改造补助、良种补贴、特色
养殖大县补助等多种扶持政策，以政府推
动、企业带动、项目拉动，有效推动驴产
业的良性发展。”

（上接第一版）经过不到两年时间，这项创新在现实中迸发出旺
盛而强大的生命力，一个部门推动的改革最终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组
织部门支持和认可，被写入今年省委一号文件，17市、114个区县党
委或组织部门发文，推动这一工作在全省迅速铺开，临沂等市将这一
工作纳入县区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考核内容，并设立专项资金。

枣庄山亭区冯卯供销社主任王慎祥是一位在基层干了30多年的
“老供销”，说起这项改革，他眼睛一亮：“这是供销社复兴的机遇
和春天。”

供销社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上世纪
90年代后，农村改革不断推进，市场竞争加剧，供销社一度经营困
难。王慎祥认为，通过“社村共建”，供销社不断巩固和拓展自己的
经营服务阵地和经营服务领域，实现基层组织向村居延伸，经营服务
向田间地头延伸，解决了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供销社服务范围
扩大，效益自然也会增加。

土地托管是山东省供销社率先推出的一项改革举措，“农民外出
打工，供销社为农民打工”。滕州市姜屯供销社联合张寨村第一书记
和黄庄村两委，共同发起成立了润康植保农民合作社，合作社土地托
管面积达到了2000亩。“平均算下来，我们一亩地农资和各种服务收
入是200块钱，农民一亩地节支增收600-800元。”姜屯供销社主任宋
于玺说。

“社村共建，供销社、村两委、农民合作社、信用互助组织‘四
位一体’优势互补，相互支撑，形成一套利益联结机制。”侯成君
说，这项创新还处于发展之中，关键是能建立强村固基、富民兴社长
效机制，未来要在明晰产权关系、处理好各方利益，提升供销社服务
水平，加强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着力，提高共建水平。

按照计划，到2018年底，全省计划共建村达到13000个，通过几年
努力，全面促进农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和供销社自身发展，努力形成强村固基、富民兴社的长效机制。

省经济合作交流团访台

圆满成功
于晓明参加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6月27日，济南趵突泉三股泉水再漾涟漪，吸引很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当日下午，趵突泉

实时水位大涨，达到27 . 42米。由于盛夏雨季已到，加上近日将有大雨，专家认为今年的泉水危
机基本消除。

泉水危机

基本解除

6月26日，山东省核学会在烟台成
立。核学会的成立将为核电运营、核电设
备研发和制造、核技术应用、人才培养提
供一个横向交流的平台，带动和促进地方
经济和产业链条的快速发展。山东核电有
限公司是山东省核学会挂靠单位，也是首
届核学会理事长单位。此前，我国已有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省级核学会。
（□左丰岐 报道）

山东省核学会在烟台成立

□记者 白 晓 通讯员 张 刚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记者近日从山东检验检疫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我省在全国率先实现许可备案证书智能化审核全覆盖，目前有
6936家出口企业受益，每批次货物审批流程节省10分钟。

据悉，此次改革实现了集中审单系统与检验检疫审批业务数据库
对接，将执法要求转化为信息化审单规则，对企业报检时申报的12类
许可备案证书信息进行智能化审核，实现自动校验、自动核销、自动
反馈，将“现场交单、人工审核、纸面核销”的传统审单方式转变为
“远程申报、智能审核、自动核销”，许可备案证书审核实现零等
待，检验检疫效能得到大幅提升。预计每年智能化审核涉及备案许可
的货物43万批，自动核销3万批，压缩检验检疫流程时长8万个小时。

检验检疫许可备案证书

智能化审核实现全覆盖

6月28日，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以色列利夫纳特、瑞沃乐斯等
国际知名企业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中以双
方将在优良品种、精准施肥、高效节水、
智能管控、现代新型农民技术交流培训等
现代农业技术研发推广方面开展广泛合
作，持续推动以色列先进农业技术在中国
的应用。同时，金正大参股公司诺贝丰
(中国)化学有限公司的30万吨水溶肥项目
正式投产，该项目将成为比肩国际的世界
级样板工厂。（□李文明 报道）

金正大联手国际名企

推进现代农业技术应用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窦 新 报道
本报青岛6月28日讯 今天，被誉为全国最美生态高铁的合福高

铁正式通车运营。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7月1日起，济南到黄山的
高铁每天将达到11个车次，其中济南铁路局值乘的G345次和G241次高
铁将分别从济南西站和青岛站始发，途经黄山北站，我省旅客乘坐高
铁去黄山旅游将有更多的选择。29日开始，途经济南西站的G305次高
铁列车，将成为济南市民可以乘坐的首趟直达黄山的高铁，该趟高铁
历时4小时47分钟，二等座票价395元。

合福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后，合肥至福州最快列车的运行时间由原
来的8小时缩短至4小时内。据悉，合福高铁开通，中国中车旗下青岛
四方股份公司共提供38列国内最快的CRH380A高速动车组投入运营，
担当中国“最美高铁”运营主力。

合福高铁是京福高铁的重要一段，北起安徽合肥，南至福建福
州，纵贯安徽、江西、福建三省，全长852公里。该线沿途打破关山
阻隔，串起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巢湖、黄山、婺源、三清山、武夷
山等风景名胜区，一站一景，被誉为“中国最美高铁”。

合福高铁也是我国首条时速300公里山区高速铁路。线路采用有
“陆地航班”之誉的CRH380A高速动车组作为主力运营车型。据了
解，针对合福高铁多桥隧、运行环境复杂的特点，青岛四方股份公司
成立了由技术专家组成的联合工作团队，为新线的顺利开行提供技术
保障，护航“最美高铁”。

青岛造动车组装备

“中国最美高铁”
今起济南可乘高铁直达黄山

□记者 姜宏建 通讯员 孔 进 严文达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日前从省财政厅获悉，截至5月31日，全省累

计审核通过提前淘汰黄标车95569辆，兑付补贴资金77823 . 88万元。
据了解，其中货车59885辆，兑付补贴金额55656 . 85万元；客车

35684辆，兑付补贴金额22167 . 03万元。补贴兑付金额前三位的分别是
轻型货车、重型货车和大型客车，其中，轻型货车淘汰40937辆，补
贴兑付金额29806 . 46万元，分别占淘汰总量、补贴兑付额的42 . 84%和
38 . 3%。

据介绍，政策实施以来，济南市、潍坊市、烟台市累计提前淘汰
数量和补贴兑付金额居全省前三位，其中，济南市累计提前淘汰
17155辆、补贴兑付金额14419 . 8 3万元，分别占全省的17 . 9 5%和
18 . 53%。

提前淘汰黄标车9 . 56万辆
兑付补贴资金7 . 7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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