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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鹏 通讯员 王金明 报道
本报诸城讯 近日，记者从诸城市发改部门获

悉，随着光伏产业的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越来越
受到大众关注，建设成本在下降、安装并网流程也
日趋简单，诸城市光伏发电在各企业、农村居民家
庭等领域被广泛推广应用，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目前，该市已备案的光伏发电项目总规模达到
331 . 1MW，预计年内并网规模可达260MW左右，
其产业规模可达20多亿元，成为诸城市经济增长的
新亮点。

该市通过宣传引导，鼓励企业和农村住户利用
自有厂房和住宅房顶的大量闲置空间建设屋顶分布
式光伏发电。企业所发电量既可以直接用于企业生
产以降低成本，也可以将所发电量上网交易，增加
企业额外收入，提高企业竞争力，优化能源结构。
农户则可以通过上网交易增加自身收益。目前，诸
城市已并网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21 . 2MW，年可发
电约3500万千瓦时，可产生经济效益3000万元以
上。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李 芳

从在农村务农，到成为上市公司流体管路
工厂厂长。杨金红从一名农民工蜕变为公司管
理人员，还见证推动了公司从创业到飞速发展
的步伐。

杨金红没上过多少学，初中没毕业就开始
在农村务农。结婚前，她几乎没出过远门，更
不用说外出打工。孩子长大到上三年级时，
为接受更好的教育，杨金红跟随在紧固件厂
打工的丈夫来到城里。那时的山东美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刚成立不久，工艺相对落后，
操作也简单。2003年，闲不住的杨金红经人推
荐，来到厂里成为硅胶管车间的一名普通硫化
工人。

对第一份工作，杨金红格外珍惜。不过，
即使认真小心，刚入行的杨金红一天也赚不到
多少钱，主要原因是做的硅胶管次品多。“有
时一天干12个小时，做出的16个硅胶管只有一
个正品。”杨金红告诉记者，那时一个硅胶管
次品，就会让公司损失100元，有次品就要扣
罚工资。

面对一个个次品，农家女的节俭让杨金红
痛惜。同时为了多增加收入，杨金红认真研究
出现报废次品的原因，她认为最主要原因在制
作硅胶管的模具上，用硬芯模具成型，不容易
控制硅胶管的质量，橡胶材料加在硬芯模具
上，难免会出现薄厚不匀、长短不一的情况。
“如果改为圆芯内外筒模具，壁厚的问题是不
是会很容易控制？”做了两年硫化工后，已积累
丰厚经验的杨金红提出了改造建议。公司领导
同意她先用车间一套价格最低的模具做试验。
在改造圆芯成型的过程中，杨金红不断积累原
始数据，把每次测试的产品长度、内外模尺寸、
伸缩率等标准数据都详细统计。后来她提取一
个个最优数据作为制作标准，使用这套标准数
据，硅胶管成品率从60%提高到了90%以上。

多个详细数据的积累还引发了意想不到的
惊喜。每个客户的要求基本不同，杨金红记录
的各项数据成为公司建立起的第一套标准化数
据，只要按照数据调试模具就能很容易满足客
户的产品要求。产品质量虽然在飞速提升，但
在当时，美晨公司想为国际重卡客户做配套，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10年前，美晨公司的最高
端客户是福田汽车的农用车型，最多的客户是

国内低端的三轮车市场。
2005年，一次外出参加展会中，美晨公司

展出的硅胶管被沃尔沃公司看中。沃尔沃公司
有着最严格的评审体系，“当时我们对打入沃
尔沃公司供货体系，只是当作一个梦想。不过
我们开始用沃尔沃的标准严格要求公司生产管
理，作为一个初创期的公司，这对公司的带动
最大。”杨金红积累数据的习惯此时有了充分

发挥的机会，她带领车间员工将重卡标杆企业
沃尔沃的工艺审核资料转化为内部质量控制体
系，并将公司的质量工作积累成数字数据，成
为公司TPS推行的先行官。

此后的两年里，沃尔沃公司先后几次来美
晨评审，美晨硅胶管最终成为沃尔沃重卡的零
部件之一。目前，美晨公司汽车硅胶管成为拳
头产品，涡轮增压管在国内首屈一指，最初的
过硬质量就出在圆芯模具上，至今在行业内还
处于领先地位。现在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奔驰、
宝马、斯堪尼亚、菲亚特、通用等全球知名汽
车公司以及长城、长安、奇瑞、北汽、广汽等
自主品牌汽车公司。

“杨金红牵头制定的公司TPS体系，公司
一直沿用，这套精益管理的理念每年让公司节
省2000余万元的成本。”美晨公司精益改善管
理中心主任武兆平告诉记者，去年，公司实现
营业额10亿元，利润超1亿元。

鉴于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2014年，美晨
公司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ISO17324:2014《汽车
涡轮增压器橡胶软管规范》。美晨公司也成为
建国以来中国橡胶行业唯一一家主导制定国际
标准的公司，填补了我国橡胶行业没有主导制
定国际标准的空白。

“制作客户需要的橡胶软管，技术部有时
候设计出图纸，但要从图纸到实物，还需要杨
金红的经验。有时候为了做好一件产品，图纸
改动幅度甚至超出设计人员的想象。”山东美
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负责人甄冉告诉记
者，杨金红从没有把学历低当短板，一直在不
断学习中。

如今，杨金红被推选为企业工会主席。已
升任管理层的杨金红很少在办公室，大多时间
都在车间里，80%以上的员工她都熟悉。“工
友有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老大姐，她总
是跟我们乐呵呵的，工作起来又严谨认真，以
前有人怀疑一个农村妇女凭什么领导名牌大学
生，现在没有不服她的。”甄冉说。

□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日前，记者从诸城市统计局获

悉，1至4月份，诸城市房地产市场延续了去年11月
份以来的开发投资和商品房销售双增长态势，房地
产开发投资持续高速运行，商品房销售平稳增长。

前4个月，诸城市房地产投资完成8 . 22亿元，
同比增长29 . 5%。按用途分，商品住宅完成投资
7 . 01亿元，同比增长29 . 86%；办公楼完成投资0 . 07
亿元，同比增长1821 . 03%；商业营用住房完成投资
0 . 77亿元，同比增长48 . 74%；其他完成投资0 . 35亿
元，同比增长5 . 22%。

前4个月，诸城市规划住宅套数59591套，其中
90平方米以下住房19908套，占全市规划住宅的比
重为33 . 4%；140平方米以上住房3629套，占比仅
6 . 1%；前4个月销售的住宅套数为1914套，其中90
平方米以下住房810套，占全市销售住宅套数的比
重为42 . 3%，140平方米以上住房126套，占比仅
6 . 6%，可见房产交易以刚性需求为主。同时，该市
适当优先发展保障性住房，满足部分刚性需求，同
时有效抑制控制高房价，使价格处在一个合理的区
域，更好地落实房价调整的政策目标，防止房价和
销量的暴涨暴跌。

杨金红牵头制定的TPS体系，不仅让公司跻身国际供应商体系，而且每年节省成本2000余万元

从农家女到行业标准制定者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卢有明

诸城市龙海水产城是我国最大的“旱地码
头”，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集装箱车辆。5
月11日，在水产城内，集装箱车刚靠上货栈，
装卸货物的叉车就已待命，随时准备上下货。

水产城以个人租用为主，以前都是人工装
卸，费时，费力，还不安全，有时还造成产品
损失。为解决这一问题，水产城内人工装卸全
部改为叉车装卸，仅装卸费就由原来的每吨15
元降为10元，每年可节省成本近150万元。每
车货物还可节省装卸时间2个小时，极大地提
高了货物流通率。

在“主辅分离”工作中，诸城市把这项工
作纳入科学发展考核内容，推动企业进行“主
辅”分离，降低物流成本。该市出台鼓励支持

企业进行“主辅分离”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
把为主导产业服务的原料采购、产品运输配送
等通过“招标”“外包”分离出来，交给第三
方专业人员和企业去做，从而甩开包袱，把主
要精力用于核心业务，把主导产业做大做强，
做精做细。诸城福田北方配件物流中心对包装
材料和配件承运进行了招标，把并不擅长的这
两个辅业分离出去，交由第三方，降本增效效
果明显，每年可节省资金近300万元。诸城市
外贸公司是一家集畜禽养殖、宰杀、分割、加
工于一体的国内大型肉制品生产加工企业，公
司原来活鸡运输是由自己所属的车队来承担，
每年仅车辆维修保养、燃油、道路通行、人员
开支等费用就是一项很大的资金支出，影响主
营业务的开展。如今，该公司将活鸡运输改为
第三方公司运营，节省人员及车辆维护费用不
算，每只活鸡的运输费用节省5分钱，其全年

宰杀量约为3000万只鸡，这一项就减少成本
150多万元。

诸城市松源木业在俄罗斯购买原生林，采
伐后木材运回国内生产木器产品。根据我省
“省内企业开展境外资源开发将其所获权益产
量以内的农业、林业、渔业和矿业等合作产品
运回国内，对从境外起运地至国内口岸间运保
费，按不超过企业实际支付费用的30%给予补
助”政策，该公司这项业务一年可获得170多
万元的木材回运补助。

企业内部管理对降本增效至关重要。诸城
市协调调度企业深化内部管理，使企业管理更
加科学化、精细化、网络化和信息化，降低了
支出，增加了效益。如山东德邦物流公司，为
了降低成本，改变过去下属区域所有部门通讯
费用自行缴纳的做法，更换通讯供应商实行统
一集中付费，仅此降低年通讯费用70多万元。

同时，该企业通过对货量信息整理分析，整合
货量资源，优化货运线路，合理调度车辆、车
型，减少不满载、空载和多跑路情况，每月降
低车辆运输费用9万元。

同时，诸城市相关职能部门搞好服务，为
物流企业发展当好“保姆”。该市为方便市内
车辆通行证的办理，在已有两处办理网点的基
础上，新增网点4处；对物流配送车辆延长市
区通行时间，增设物流配送车辆停靠点；对
物流配送车辆的轻微违法行为坚持教育为
主，处罚为辅；严格落实“绿色通道”制
度，对冷冻、生鲜和特殊物品物流车辆优先
处理放行；该市交通局、商务局等物流业主
管、监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能分别对物流车辆运
输管控、项目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出台优
惠措施，为物流企业降本增效提供了有力保
障。

诸城打通降低物流成本“通道”
◆鼓励企业甩开包袱，把主要精力用于核心业务 ◆职能部门为物流企业发展当好“保姆”

□记者 张鹏 报道
杨金红(左)正在与同事一起测量橡胶管尺寸。

1至4月房产开发

平稳增长

光伏发电项目

成诸城经济增长新亮点

□ 本报记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王 燕

在诸城市密州东路的政务服务中心，集中进驻
了44个部门单位，可办理各类事项627项，一直是
行政服务审批最繁忙的场所。

在实现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平台互联互通的基
础上，从去年开始，诸城市紧紧围绕服务型政府建
设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工作部署，形成了线
上和线下相结合、网上服务和实体大厅服务相结合
的政务服务新格局，初步形成了全省政务服务“一
张网、一号通、一体化”。

“借鉴先进地区的工作经验，诸城市也起草发
布了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实施方案，并成为潍坊市互
联互通试点单位，将所有行政许可事项及纳入服务
中心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新平台办理。”
诸城市审改办主任李伟华说。自2016年10月24日政
务服务平台启用以来，已办理行政许可事项6877
件、政务服务事项27514件。

为推动实体政务大厅向网上政务大厅延伸，诸
城市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通过LED屏幕、山东政
务服务网诸城市网上政务大厅等宣传媒介发布实行
网上办理的公告等信息，让广大办事群众及时了解
有关网上办理的信息；另一方面，制作《山东政务
服务网诸城市网上政务大厅使用指南》，广泛向社
会大众发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指导办事群众的具
体操作，让办事群众通过“点点鼠标申报、全程网
上办理、证照快递到手”，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网
上综合受理和全程协同办理，变“群众跑腿”为
“信息跑路”，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
办”，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构建起方便快捷、
公平普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截至目前，
已受理网上申报事项424件。

据悉，为指导项目单位快速完成项目审批手续
报建，确保项目建设快速推进，诸城市组织人员编
制了《诸城市投资项目审批服务指南》，主要内容
包括政策文件、网上政务大厅使用指南、建设工程
项目审批流程图、资料清单及示范格式文本四方面
内容。“审批流程图、资料清单和示范格式文本部
分依据建设工程项目类别，区分审批类、核准类、
备案类等项目，分别编制了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流程
图，让项目单位对拟申报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流程一
目了然，解决了项目单位工作人员在项目申报过程
中遇到的办什么、怎么办的问题困扰。”李伟华
说。

同时，为更快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加快项目建
设进度，政管办、发改局、规划局、国土局、消防
大队等16个相关责任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强
部门间会商联动，及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并集中对各镇街（园区）分管负责
人、部分项目单位负责手续办理的工作人员等80余
人，进行了建设项目审批手续办理的全流程培训。

据悉，诸城市还由镇街(园区)对各类项目建设
实行跟踪包靠服务，确定1名审批服务领办员，提
供全程代办领办服务。市政管办协调16个审批部门
按“模块化”审批流程办理项目审批手续。将重大
投资项目纳入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施
模拟审批、并联审批、容缺办理，推行全程无偿代
办服务，集中受理、联审联办、限时办结，确保项
目尽快投资落地。

“一张网、一号通、一体化”

政务服务变被动为主动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徐春光 报道

诸城首届桃林春茶樱桃采摘节开幕
5月13日，以“山水田园，乐享桃林”为主题的诸城市首届桃林春茶樱桃采摘节，在该市桃林镇的13个采摘园区同时拉开帷幕。据介

绍，桃林绿茶享有中国“最北端茗茶”之誉，因独特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所产绿茶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深受消消费者喜爱。目前，
全镇已发展茶园2 . 3万亩，产业年产值达到5 . 3亿元，成为诸城山区农业发展的一大亮点。

桃林镇位于诸城南部山区，还十分有利于樱桃树的生长。为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采摘，镇政府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投入，带动乡村
旅游。目前，樱桃种植面积有1 . 2万亩，其中“诸城黄樱桃”早在明代洪武年间即有栽培，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被注册为“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图为游客引导员正在采摘黄樱桃。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徐春光 报道

本报诸城讯 5月17日，由山东信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主办的2017伪狂犬病防控高层论坛在青岛举
行。此次论坛吸引了来自哈尔滨兽药研究所、中国
兽医药品监察所等单位的知名专家学者及160余个规
模化猪场的技术总监参加。

据介绍，伪狂犬病是一种猪的烈性传染疾病。
自从2011年底伪狂犬变异株开始出现以来，造成了伪
狂犬病毒抗体呈阴性的较大规模化猪场迅速转阳，
危害猪场的生产秩序。猪群一旦感染终生带毒，除
造成母猪流产、死胎及木乃伊胎外，其持续感染影
响猪场的生产成绩。测算数据表明，一个1000头规模
猪场，因伪狂犬病引起的育肥猪推迟上市所带来的
饲料损失每年就达70万元人民币。

净化伪狂犬病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特别是
伪狂犬变异株的出现，对伪狂犬病的防控提出了新
的挑战。本次论坛为从业者提供了养殖中的有效管
理思路。

信得公司引进海内外知名学者，建立起专业的
技术服务团队和配套检测中心，公司猪病检测中心
陈家锃博士介绍说：“目前伪狂犬病在猪场呈现感
染率持续上升，致病力也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
信得公司每年以销售额的10%作为研发技术投入，
仅在伪狂犬病防控上就一次性投入4000万元研发资
金，目前研发的新型伪狂犬疫苗正在申报中。”令
人欣喜的是，公司研发总监王学波博士，在工艺上
把伪狂犬疫苗的抗原含量提升了15倍，疫苗病毒含
量可达100万个病毒粒子，产生抗体高，免疫效果
好。

2017伪狂犬病防控高层论坛召开

诸城一企业

研发新型伪狂犬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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