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记者蹲点看脱贫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高雷 周伟 报道
本报邹平讯 近日，记者从邹平县解到，2017年，邹

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完成销售收入636 . 12亿元，实现利
润37 . 07亿元，综合效益51 . 36亿元，连续三年荣获全国供
销合作社百强县级社第一名，成为全国县级供销社的领
头羊，并被授予全国供销社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近年来，邹平县供销合作社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扎
根农村，服务“三农”，构筑起农村现代经营服务新体
系，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不断
开拓服务兴农、改革强社的新局面。目前，全系统有独
立核算企业31个，大型物流配送中心4个，连锁经营的
日用消费品、农资服务、烟花爆竹服务网点1100多个，
规范化城乡社区服务中心15个，农村综合服务社650
个，引领创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118家，社村共建村277
个，连续多年荣获全国百强县级社评比第一名，有14家
基层供销社荣获全国基层社标杆社。

邹平供销社蝉联

全国百强县级社榜首

□本报记者 刘 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马森棋 鲍 成

乡村游，

找到脱贫致富灵感
面朝黄土背朝天，对于习惯了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梁衍明而言，结束一天的农
活，回家吃两口老伴烧的家常菜，抿上两口
酒，闲暇时含饴弄孙，生活简单真实。

62岁的梁衍明曾是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
聂家峪村里的贫困户，如今却凭借聂家峪大
搞乡村旅游受了益，摘掉“穷帽”。

前几年，聂家峪人除了外出打工，主要
收入就是靠种植大樱桃，不过因为地处穷乡
僻壤，销路并不好。

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 ,梁衍明家里
也有五六十棵樱桃树，平日里也是小心“伺
候”着，好不容易熬到采收季，还得为销路
和价格操心。

“拉到城里市场，批发三五块钱一斤，实
在卖不上价格，一年累死累活，也就挣个辛苦
钱。”梁衍明回忆，有时候舍不得贱卖，更舍不
得烂在地里，愁得大把大把掉头发。

2015年，聂家峪樱桃园首次开园采摘，
尽管只是搞了个简单的仪式，但是借助博山
媒体的宣传，一下子涌来了几千人，大伙不
但尝到了甜头，还找到了脱贫致富的灵感。

“我们尝试接了几个团，效果不错。但
是客户普遍反映，希望过来采摘完了之后有
地方吃饭，有景观可以转转看看。”聂家峪
村党支部书记梁衍宏说，要发展乡村旅游，
就得因地制宜做出特色。于是全村人拧成一
股绳，决定打一场翻身仗。

折股量化，

提升扶贫精准度和效果
2016年，“千呼万唤”的聂家峪农家乐

乡村旅游项目出炉，由村里成立的山东农缘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实施。该项目总投资142
万元，其中利用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85万
元，村集体自筹57万元，建设园林木制仿古
长廊38米，打造高档农家乐住宿房屋16间。

“公司吸纳贫困户、村集体、村民等为股
东，有条件的村民以土地、果树作价及现金等
方式入股，贫困户将扶贫资金以股金形式注
入公司作为扶贫股参与分红。”村主任黄元才

介绍，一方面，聂家峪将85万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中70%折股量化给贫困户，与公司签订分
红合同，剩余30%折股量化给村集体。

另一方面，村集体将公司集体资产部分，
拿出34 . 4万元作为基本股，量化给全村每名
村民，人均持有1000元股金；村集体留取37万
元作为村致富股，收益主要用于返贫户和村
公益事业建设。贫困户股金负赢不负亏，公司
承诺贫困户扶贫股金保底收益12%，实际收
益高于保底收益时，按照实际持股情况进行
等额分配。

“资产收益扶贫+折股量化到人的模式,让
贫困户分享到了扶贫产业发展红利,破解了贫
困人口收益难以持续提高的瓶颈，也撬动了农
户闲散资金，让普通老百姓不再游离于乡村旅
游发展规划之外，一下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更重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从

‘无’到‘有’。”黄元才说，自己作为村两委成员
一下感觉腰板硬了起来，今年过年更是给村里
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油、米、面等福利。

2016年4月份，淄博市委、市政府组织开
展“聚焦齐长城 精准扶贫媒体在行动”活动，
全国十几家媒体齐聚淄博，走进大山深处，聚
焦产业扶贫。媒体频繁曝光，让聂家峪知名度
和美誉度迅速攀升，一下就“火”了起来。

“村庄发展、村民增收后，干部群众脱

贫奔康的思想观念和干事劲头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转变和提升。眼下聂家峪刚刚起步，想
把旅游品牌打出去，离不开政府的资金扶持
和媒体的大力宣传。”黄元才谈及此处脸上
的笑容难以掩饰，聂家峪不仅自驾游的散客
多，扎堆的旅行团也不在少数，节假日经常
一房难求不说，原本以为绰绰有余的桌餐餐
位有时也只能为接待游客改为自助餐，大樱
桃更是供不应求，“扶贫资金终于见效了，
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2016年以来，聂家峪村旅游收入达150
余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8万余元，先后两
次发放产业分红共计90余万元，其中，为贫
困人口发放分红37760元。聂家峪村通过发
展乡村旅游，在2016年实现全村成员脱贫。

分红后，

老梁又添新烦恼
3月2日，沿着盘山路一直往上走，记者

在山顶上发现了一道石头垒起来的围墙，略
显斑驳，年代感十足。梁衍明告诉记者，这个
地方叫做聂家古寨，始建于明代，是当时村民
躲避战乱和匪患的地方。如今在乡村旅游规
划中，聂家古寨也被重新开发利用起来，成了
赏景的好去处。

此刻，再提起自家大樱桃的销路，梁衍明
眉头舒展开来，“十五六块钱一斤，现在光是
慕名前来镇上旅游的游客就能把我们的樱桃
买去不少”。

其实，梁衍明在打理自家樱桃树的同时，
还受雇于合作社，与其他5名村民一起日常打
理樱桃园，每个工日80块钱，当日结算。林林总
总1万多的年收入，自家生活逐渐殷实起来。

可最近梁衍明似乎又有了新烦恼，2月13
日村委组织分红后，虽然领到720元，但看到
别人手里厚厚的“票子”，心里有些“吃味”。

原来，一方面因为自家的地不在合作社
流转范围内，另一方面，自己当时存了点小心
思，不舍得拿现钱投入，仅以家里6口人计入
人口股，“一人120元，是村里最少的，今年人
家最多的光分红就拿到快6000块钱。”梁衍明
嘀咕着，“不眼热是假的，如今合作社有人脉
有市场，懂经营会运作，每年搞采摘20块钱一
斤不够卖，我们这些单干的虽然也跟着沾了
光，但价格比不过人家，人也是分流过来的。”

说到这里，老梁吆喝了两声，喊着自己儿
子今年要想点办法，提前策划策划，最好弄出
点新花样，能多挣点钱。

傍晚，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洒向聂家
峪，略带丝丝暖意的微风低吟着掠过老梁的
发梢，不知是在哼唱着古老的歌谣，还是在细
数着聂家峪人的脱贫致富奋斗经。

“折股量化”活水来
——— 聂家峪村脱贫记（二）

推进资产收益扶贫，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是贫困人口长期脱贫致富的治本之策。
要注重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发扬

自力更生精神，增强脱贫的志气和决心，
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激情和干劲，靠自己
辛勤劳动增收脱贫、改变命运。

■书记点评

推进资产收益扶贫是治本之策
淄博市博山区委书记 刘忠远

□刘磊 报道
俄罗斯和津巴布韦的留学生慕名来到博山区池上镇聂家峪村体验做豆腐（资料片）。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赵政伟 贾向东 报道
本报滕州讯 春节假期结束刚一上班，滕州市界河

镇党委、政府开展了以强化“四个意识”、提升“五个
能力”为主题的教育培训，通过专题讲座、个人述职、
看警示片等活动，提升镇村干部素质，夯实发展基石。

针对新一届选举产生的村居“两委”干部，如何
开好头、起好步？科学做好届期内工作规划，镇党委
政府组织68个村党支部书记结合工作实际，对2017年
以来的工作情况进行述职，特别是对工作成效、工作
作风、履行职责等方面进行客观全面的总结，对存在
的不足深刻剖析。同时，围绕乡村振兴计划、农村人
居三年整治行动和党建提升，承诺了三年任期目标和
民生实事规划。

镇党委书记颜丙磊告诉记者，通过开展培训活动，
进一步增强了镇村干部落实党委、政府决策的中心意
识、服务发展的大局意识、立足岗位的责任意识、廉洁
自律的规矩意识，同时，提升了学习能力、执行能力、
做群众工作能力、谋划工作能力、团结共事能力，为加
快界河经济社会发展激发了强力引擎。

界河：培训镇村干部

夯实发展基石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
大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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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

3月1 0日，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法国飞卓宇航集团举行航空机加工合资公

司签约仪式，双方将积极推进合作，共同出

资设立合资公司，深耕全球航空部件深加工

市场。龙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吕波，飞卓宇

航董事长让-克劳德·梅拉德，南山铝业主要

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仪式上，让 -克劳德·梅拉德首先致

辞，介绍了飞卓宇航集团的发展概况以及

与南山进行合作的愿望，对南山整体产业

布局和未来规划给予高度评价，对南山铝

业拥有的完整铝产业链条、先进的研发水

平和雄厚的生产实力表示赞赏。梅拉德表

示将积极推动双方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

补、互惠共赢，并期待双方的合作在中国

市场和世界市场取得成功。

南山铝业董事长程仁策表示，双方的

合作代表着南山铝业正式进入航空深加工

领域，在“精深加工”战略发展上迈出了

坚实一步。未来，南山铝业将继续专注于

航空用铝材料的研发和批量化生产，继续

向深加工领域发力，将合资公司打造成中

国乃至世界航空领域优秀的深加工供应

商。

龙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吕波介绍了龙口

市市情，并表示龙口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以

赴为双方合作提供最优服务、提供最大支

持、创造最优环境，努力开创携手发展、合

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在与会领导的共同见证下，南山铝业董

事长程仁策与飞卓宇航董事长让-克劳德·梅

拉德分别在合作协议书上签字。根据协议，

双方将设立合资公司，主要从事航空零部件

加工、处理、部件组装等业务。

签约仪式举行前，让-克劳德·梅拉德一

行还实地参观了南山集团接待中心、南山铝

业东海航材园等处，详细了解集团公司发展

概况以及铝业板块的发展情况。

据介绍，飞卓宇航成立于2 0 0 0年，位

于法国洛特省菲雅克市，主营航空挤压

材、板材、锻件的机加工、表面处理和组

装，主要客户 包括空客、波音、庞巴

迪、湾流等世界主要的飞机制造厂。目

前，该公司已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航空深

加工供应商，在全球航空零部件制造领域

占有重要地位。

南山铝业与法国飞卓宇航

举行航空机加工合资公司签约仪式

“除了多功能活动室，这里还有棋牌室、健身房、理疗
室等。我们老年人没事就聚到这里，娱乐娱乐，别提多高兴
了，这里是我们的幸福地盘。”3月1日，正在练嗓子的70岁
的金岭五村村民陈玉华笑着对笔者说。

陈玉华口中的“幸福地盘”就是淄博市临淄区金岭回族镇
投资800余万元，与医院、学校塑胶场地、游园等连片建设，
集医、养、托、游为一体的日间照护中心,可以为老年人提供自
主体检、理疗康复、精神慰藉、康乐活动等全方位服务。

近年来，临淄区金岭回族镇深化改革，打造了智慧养老
+日间照护+居家服务+医养结合“四位一体”综合养老服务
体系，蹚出了一条农村养老的新路径。

“通过养老服务平台，将老年人基础信息、健康档案融
入系统，镇财政出资为全镇70岁以上老人配备一键呼叫智能
终端，建立集镇卫生院、区民生热线、市急救中心和北京三
甲医院为一体的服务系统，并提供普惠性居家上门服务，老
人足不出户可以享受一键呼叫、健康理疗和居家服务。”金
岭回族镇镇长王利民介绍。

医养结合，就是由镇卫生院全面托管日间照护中心、敬
老院。依托照护中心建立国医堂、健康小屋，在敬老院创新
推行家庭式病房管理模式,设立医护室、配药室、特护病房
等，为老人提供康复医疗、常规护理、紧急救援等服务。

同时，结合“医联体”项目，实现区级医院医疗资源共

享，并在全区率先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针对居民健康状
况和需求，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服务内容。居家服务，就是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融合家政服务机构、志愿者服务队伍
和社会爱心团体，为高龄、残疾、生活困难老人提供具有针
对性的多元、贴心服务。此外，镇财政拿出专项资金，让老
年人享受普惠养老服务和政策红利，对60岁以上老人全部发
放生活补贴，60—69岁，每人每月50元；70—99岁，每人每
月80元；100岁以上，每人每月150元。

王利民说：“面对群众需求日益多样化、碎片化的新形
势，我们坚持问需于民，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着眼民生普惠，推进民生工作改革，全力建设幸福金岭。”

据了解，金岭回族镇投资500万元，整建制完成了中小
学体育运动场地的塑胶化，并面向社区群众开放；投资53万
余元，实施营养餐工程；提高幼儿教育券标准至800元/人/
年。与区内4所名校合作，投资47万元实施“名师助教”暨
教育联盟工程。对40户低保家庭进行应保尽保，发放临时性困
难家庭救助金；在残疾人关怀方面，享受一级、二级、三级残
疾人补助的，每人每月分别补助180元、130元、100元……

金岭回族镇党委书记崔国华说：“随着一项项民生工程的
实施，全镇群众的生活每年都有新变化，幸福感和满意度持续
攀升，广大百姓真切地感受到了‘幸福来敲门’的感觉。”

(刘振)

为进一步加强村居党风廉政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群
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作用，做好党风廉政建设与网格化社会
管理有机结合的文章，淄博市周村区永安街街道办事处创
新实施党风廉政进网格工程，把“互联网+”与廉政工作
紧密结合起来，织密基层廉政网，打造风清气正的廉洁村
居。

一是创新选配网格廉政情报员。永安街街道辖区内共划
分了46个基础网格，按照一个网格配备一名或几名网格廉政
情报员的标准，办事处聘请了50余名老党员、老干部、网格
员等担任网格廉政情报员。廉政情报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将网
格内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列为廉情监督
对象，消除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监督的“盲点”，实现社区廉
情监控无死角、全覆盖。

二是创新廉政文化进网格。永安街街道办事处利用微信
公众号、微信群、社区宣传栏等平台，结合举办入户走访宣
讲、发送廉政短信、发放廉政宣传明白纸、举办廉政书画展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廉政文化宣传主题活动，推进廉政文化进
社区、进网格、进家庭，使廉政文化融入到群众的日常生活
中去。年前，街道的46名网格员充分发挥网格内热心党员群
众的作用，开展“廉内助”“廉政清风进社区”等宣传评比
活动，在网格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廉政文化，营造
了良好的廉政建设氛围。

三是创新民主管理进网格。永安街街道办事处通过社区
网格例会、党员居民代表座谈会等方式开展网格民情恳谈，
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制订更贴近居民需求的服务方案；同
时，街道实行廉政情报员、网格员定向联系制度，有利于实
时了解网格内党员干部遵守党纪法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
等动态情况。

四是创新民主监督进网格。永安街街道办事处畅通社区
民主监督渠道，对涉及社区内的重大事项，事先在网格民情
座谈会上进行议事，听取网格内群众的意见建议；同时，街
道设置廉政监督岗，在党员群众中广泛开展“亮起党员身
份、接受群众监督”活动，建立在职党员“双重管理”制
度，收集掌握党员干部“八小时之外”的廉情信息，并建立
在职党员进社区廉政档案。

五是创新网络倡廉进网格。永安街街道办事处利用网格
内党员群众微信群、QQ群等媒体平台，进行党风廉政信
息发布、“三务”公开、群众远程咨询、政策解答等信息
互动，网格微信群、QQ群向网格居民公开，网格内党员
干部、社区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的动态，居民可以
随时在微信群反映，网格廉政情报员收集后进行分析，提
取有价值的内容，将有关情况逐级向上反映，开辟网络倡
廉新渠道。

(杨淑栋 孟丽)

金岭回族镇：

民生改革开启百姓幸福门

永安街街道：创新实施“廉政+网格”

织密基层廉政监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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