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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赵 磊 李振鹏

相对于南方同类科技园区迈向智能化、
科技化、现代化的领先局势，鱼台经济开发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够完善，产业仍处于
中低端，而且缺人才、缺资金、缺企业。
“三缺”也成为开发区持续发展的难题，日
渐僵化的管理体制与用人机制也成为摆在开
发区面前的拦路虎。

鱼台经济开发区痛定思痛，实施综合改
革，在用人上实行职员制，积极承接县级行
政权力，探索实行“区辖街道”模式，来一
场事关“人、权、制”的综合改革。职员制
改革能否激发开发区干部群众的干事创业热
情，行政权力的下放可否让“放管服”改革
落在实处，“区辖街道”模式能否让开发区
的经济发展职能充分发挥？3月1日，记者走
进鱼台经济开发区，探访改革后的新面貌。

职员制改革抓住“人”

在开发区改革的道路上，“人”这个要
素是关键的，僵化的人事制度容易给干部带
来惰性。

2017年9月，完成职业生涯第一次升职的
李梅对此感触颇深。做了十多年科员的她，
通过竞聘上岗，成了开发区新成立的行政审
批部内的一名科长。

“一项工作干得时间长了，总是会有疲
沓感，而且缺乏上升空间，容易浑浑噩噩地
混日子。”李梅告诉记者，而通过竞争上岗
来到新的岗位，责任心明显增强。记者采访
的当天上午，她为来自浙江的一家企业跑完
了三个部门，让客商在审批过程中得到“只
跑一次”的便利。

去年9月，鱼台经济开发区开始实施岗位
聘用，全部人员实行双向选择、竞争上岗，
打破身份与资历的限制，推行岗位竞聘制
度，完成了全区班子成员、大部制部长、大
部制科长等职员的聘用上岗。

“让开发区实行企业化的管理，就是要
抓住人事制度的牛鼻子，激发党员干部干事
创业的活力。”改革之后，鱼台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随福彦欣喜地看到，得益于竞岗
机制与绩效工资的实施，原本嫌开发区钱不
多拿、工作繁重借调出去的干部纷纷申请回
来工作。

“迟到一次扣一天工资、请假一天扣两
天工资、无故旷工一日扣三天工资。”随福
彦拿起手边的手机，向记者展示了微信工作
群里的规定：每一名工作人员当天一上班就
要汇报自己的工作计划；所有工作人员每天
要汇报三次位置，以此建立绩效考评体系，
奖勤罚懒、奖优罚劣。

虽然目前的绩效考评体系还面临着工作
任务难于定量的问题，但严格的规定让开发
区的工作人员增强了服务意识，走出办公室
转而到服务企业的一线奔波。

“2号章”盖出“放管服”高效率

在鱼台经济开发区审批大厅内，记者看
到了一份盖着“鱼台县发展和改革局行政审
批专用章（2）”的申报材料。据鱼台经济开
发区招商局局长黄鹏介绍，同样类型的印章
共有12枚，涉及国土、发改、城乡规划、工
商行政管理等12个部门。

2017年8月，鱼台县政府将开发区所需的
46项县级行政审批权力全部交由开发区行
使，并刻制12个行政部门的12个行政审批专
用章“2号章”交开发区管理使用。这些印章
上虽然标有数字“（2）”，但一样拥有同等
的审批权力。

为了承接行政权力，开发区进行了“大
部制”改革，新成立了行政审批部，改变
“九龙治水”的复杂审批，实行“一站式服
务、一个窗口办结”，为园区项目建设、企
业服务建立了快速、便捷的绿色通道。

“与过去在县城里跑部门不同，现在只
需要让客商把材料准备齐全，在开发区行政
审批大厅走过一圈之后，所有的立项手续便
能全部办齐。”黄鹏说。

在改革措施的激励下，开发区招商引资
取得新突破。目前，鱼台经济开发区在谈项
目28个，总投资达31 . 94亿元；合同项目10
个，总投资44 . 9亿元；新开工项目12个，总投
资19 . 6亿元。

“区辖街道”实现术业有专攻

“黄鹏除了招商工作是把好手，在做社
会性事务上也颇有心得。”鱼台县经济开发
区副主任李尧告诉记者，因为开发区下辖村
的管理工作需要人手，像黄鹏这样的干部常
常需要忙于社会性事务。举个例子，2013年
有一次黄鹏忙着他所在片区的拆迁工作，一
个人需要包保数百户居民，这让他足足两个
月没能出门拜访客商。

相同的困境不止出现在鱼台经济开发区
一家。开发区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功能区，
管理职能全能化趋势明显，普遍出现向“大
而全”旧体制回归的趋势。开发区不是一级
政府，却要承担政府的许多功能。繁重的社
会管理事务负担限制了开发区本身应有的招
商引资、经济发展、产业集聚、转型升级的
职能。

意识到这一问题后，鱼台县创新管理体
制，实行“区辖街道”的管理模式，赋予开
发区完全县级经济管理权限和相应的行政管
理职能，将开发区社会性事务转至滨湖街
道，凸显园区经济发展主功能，主要负责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企业服务、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工作，滨湖街道则主要
负责社会管理事务。

原本在开发区社会事务局任职的齐广
生，改革之后来到了滨湖街道，通过竞岗担
任街道人社所的所长。齐广生介绍，“以往
给村民们集中办理新农合时，常常需要从开
发区各个部门临时抽调人手来帮忙。现在归
到滨湖街道后，我和同事们独立完成任务，
不用再牵扯开发区的人员和精力。”

“开发区的工作人员不再费心于繁琐的
社会性事务，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了过去
招商引资的任务，杜绝了人员分配上顾此失
彼的现象，也实现了人尽其责、术业有专攻
的良好局面。”鱼台县委书记董波介绍，开
发区实行“高度授权”运行机制，在派驻机
构管理、干部任免、机构设置、人事管理、
项目审批等方面自主掌握，营造了更加宽松
高效的发展环境。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楚黎静 陈小娟 报道
本报嘉祥讯 新学期开学以来，在嘉祥县实验小

学校门口，一些佩戴着“嘉祥实验小学家长志愿团”
绶带的志愿者们，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了诸
多学生家长和路人赞许的目光。

上学、放学时段，学校周围人员集中，为了确保
孩子们的安全，一些家长自觉组成了志愿者团队，引
导孩子过马路，劝阻不按路线接送孩子的家长，畅通
了学校门口的道路。

“家长志愿团”活动意义重大，嘉祥县实验小学
将持续开展此项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家长参与进来，
加强家校互动，为学生健康成长贡献力量。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张涛 报道
本报济宁讯 3月15日，在济宁市任城区安居街

道居北村村东头的水池旁，洒水车师傅正在检查刚装
满水箱的洒水车，准备开工。据了解，工作人员每天
都要对村里的主干道路及道路两侧的绿化带进行洒
水，而所用的水则是来自村里的生活污水。

区信访局、区航运服务中心驻村工作组负责包保
居北村。此前经了解，村里的居民生活污水处理难，
整个下水道排放系统比较落后，每年雨季，雨水污水
横流，居民出行很不方便，且臭味满天。驻村工作组
通过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为居北村争取到了“北村
污水处理厂项目”，总投资210多万元，处理水量为
每天200立方米。该项目对全村8条胡同2000余米地下
水管道进行改造，涉及一条300米的主干线。改造
后，村里的下水道直接连接到污水处理厂的水池。污
水处理厂建好后，可以将村民的生活污水、雨水收集
起来，集中处理。经过处理的污水不仅达到灌溉排放
的标准，还能用于清扫等，完成了污水的再利用。污
水排放畅通了，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大大提高了
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一场事关“人、权、制”的改革能否挣脱发展羁绊———

鱼台经济开发区“综改”探析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汶上讯 日前，“山东省暨济宁市农机质量

投诉监管宣传咨询活动”启动仪式在汶上县康驿镇举
行。新型农机具展示、维权宣传教育和现场质量投诉
咨询等精彩的活动内容，既为农民朋友现场上了一堂
生动的教育课，更为打击农机侵权、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活动中，共有22家农机生产厂家现场展示了100
余台新型农机具，其中包括作物植保机械、微耕机、
微滴灌设备、播种机械、收割机械、联合整地机以及
智慧蛙植保机器人、农用喷药遥控飞机等新型农机
具。农机管理部门还在现场开展了农机知识宣传和质
量咨询投诉，并向农民群众赠送了宣传资料4000余
份，吸引了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和农民群众等共
1000余人前来参观咨询。活动中，执法人员一方面深
入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随机抽取农民已采购或正在
使用的农资产品，为他们进行免费检测产品的质量；
另一方面积极向农民宣传农资打假的有关法律法规，
向他们传授劣质农资的危害，介绍农资产品的真假、
优劣鉴别知识等，同时还把一些名优农资产品带来和
农民面对面地进行宣传。

省暨济宁市农机质量

投诉监管宣传咨询活动启动

嘉祥县实验小学

“家长志愿团”温暖开学季

驻村工作组让“废水变宝”

□通讯员 何西荣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汶上讯 3月7日，汶上县苑庄镇李村贫困户

郭平早早地起床，做完早餐，送孩子上了学，就匆匆赶
到济宁迪创服饰有限公司，开始了她一天的缝纫工作。

郭平今年42岁，一双儿女都在上学，他的丈夫前
年患病去世，公婆也年老多病，家里的开支全靠她一
个人支撑。“虽然是贫困户，政府给兜底，但是，俺
觉得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日子才能过得踏实。”
郭平说。去年以来，苑庄镇为帮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就业，镇扶贫办先后与镇域11家企业对接，达成优
先雇用贫困户的合作意向，企业承诺，贫困户只要有
劳动能力，企业都敞开大门、放宽条件，尽量留用。
了解到郭平会缝纫技术，镇扶贫办牵线搭桥，为她与
济宁迪创服饰有限公司签了用工协议。

“家里的地流转了，干缝纫一年能赚2万多元，
日子是越来越好了。”郭平脸上洋溢着笑容。如今，在苑
庄镇，通过政府搭桥，招商引资来的大企业与贫困户牵
手，为100多个贫困户提供了就业机会。

苑庄镇百余贫困户

成为“上班族”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3月14日从济宁市民政局获

悉，全省首个“和谐使者工作站”在济宁正式成立。
据了解，“和谐使者工作站”是“和谐使者”开展社

会工作的公益平台，依托“和谐使者”所在单位建立，在
所在单位领导下开展工作。“和谐使者工作站”的任务
是宣传普及社会工作知识，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工作
的知晓率和认可度；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积极领办社会
工作专业服务机构或承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开展社
会工作教育，发挥传帮带作用，承接社会工作专业实习
实训任务，促进济宁地区社会工作者队伍尽快成长；
开展社会工作专业研究，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推进
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发展和专业能力提升。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为充分发挥“齐鲁和谐使
者”和“孔孟之乡和谐使者”在解决和预防社会问
题、协调社会关系、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的示
范引领作用，按照省、市关于和谐使者选拔管理的相
关规定，济宁市民政局率先启动“和谐使者工作站”
建立工作。

济宁成立

“和谐使者工作站”

用行动诠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78岁刘茂临义务照料九旬老师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胡克潜 李明

“来，换只手，要是疼了就跟我说。”
“不疼不疼，舒坦着呢！”3月15日夜幕降
临，汶上县文庙东邻小院里，灯光下，剪刀
的影子一张一合，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戴着
老花镜在为另一位白发老人剪指甲，像是一
对父子。他们一位叫刘茂临，今年78岁，一
位叫何静园，已有90岁高龄，是师徒关系。

刘茂临是汶上县南站镇漕流村人，何静
园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书法家，两人在2013年
相识于县老年大学。当时，退休在家的刘茂
临报名参加了汶上县老年大学的书法学习
班，认识了虽然已退休，却常去老年大学
“转悠”的何静园。刘茂临仰慕老先生的书
法，就常去老人家里“开小灶”。时间长
了，他发现老人年事已高，却一个人单住，
生活上有一定的困难，他决定日后担负起先
生的衣食起居，这一照顾就是5个春秋。

“老爹走时，我没端一碗水、没烧一碗
汤，想到这里心里就难受。”刘茂临说，
1965年，父亲去世时，他正在部队服役，没
能尽孝，一直心存愧疚。老爹生前也是文化
人，在他小时候就言传身教教育他要存有一
颗善心，每年清明时会让他买一对小鸟放飞
到天上，买几条小鱼放生到水中。为了尊崇
父亲遗愿，也为了自己这颗想尽孝的心，他
一直想方设法服务社会上的老人。“何老先
生年事已高，又是我的老师，照顾他理所应
当。”

“我对老师有特殊的感情。上小学的时
候父母忙生计，我的小学老师搂着我睡了七
天七夜。”刘茂临说，他现在做这些也是表
达内心的感恩。虽然何老教他的时间不长，
但他每天早上骑行3公里，8点前后来到何老
家里，为老人做饭、洗衣服、洗头、剪指
甲、洗澡、做家务等，通常忙到晚上七八点
钟才回家。不管是酷暑严冬还是刮风下雨，
他每天都会按时到老人家里服务。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何静园女儿
眼中，刘茂临用行动诠释了这句话。春节前
的一天，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几摄氏度，刘茂
临来到何老家中，发现水管全都冻住了。为

了能打到热水为老人洗脸、做饭，他冒着严
寒跑了七八家，最后在一家洗澡堂借了两桶
热水。他驮着热水急忙往回走，了解情况
后，洗澡堂的负责人深为老刘的举动感动，
追到半路帮忙把热水送到何老家中。

何静园住的小院不大，虽然简陋，但却
干净整洁，跨入正堂，炉火温暖、墨香扑
鼻。“这都是茂临的功劳，天天无偿伺候
我，细心、周到、勤快，是个好人。”在何
静园老人眼中，这位比自己小10多岁的学生
是个真正的好人。听何老讲，就在记者采访
的当天，刘茂临还陪他在县医院看眼睛。刘
茂临说，他既把老先生当作父亲来伺候，又

当他是良师益友，两人经常探讨书法，还一
起外出散步、游玩、参加书法活动等。

“做好事不能一时一事。”刘茂临常
说。原来，他早就因为义务为老年人服务在
全县出了名。此前刘茂临就经常出入敬老
院、老年公寓等场所，找到生活困难的老人
进行帮助。

刘茂临在部队时掌握了一手理发的好技
术，2012年开始，他放弃了和儿子去省城居
住的机会，留在家乡义务为老人理发。现在
他还是100多名敬老院老人及周边孤寡老人和
残疾人的“私人理发师”，每月准时上门为
他们服务，一服务就是16年。老刘不仅技术
好，而且人还很随和，老人们都愿找他理
发，每个月都盼着老刘能来。

今年78岁的刘茂临坚持为老人理发，经
常一站就是一上午，最多的时候，一天为60
多人理发。“入党53年了，咱不能给共产党
丢人，不能给党旗抹黑。”刘茂临说，他曾
在雷锋所在的部队当兵7年，深受党的教育和
雷锋精神影响，在部队曾经一天为战士们做
了7床被子。

有一年夏天，刘茂临在汶上县老年公寓
遇到一位老人上完厕所后提不上裤子，他就
上前帮忙。没想到一件小事让老人记在了心
里，不多久，老人居然冒着炎热步履蹒跚地
给他送来两个鸭蛋。事后，刘茂临和老人结
成对子，定期开展帮扶。刘茂临结交了很多
这样的老年朋友，为了方便“老朋友们”洗
澡，他还在家中盖了一个小浴室，经常把老
人接到家中洗澡。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
有生之年快奉献，为人谋福再添寿。”何静
园家里挂着自己用楷书写的四句自勉诗。何
静园说：“这本是我用来自勉的，现在用到
刘茂临身上更合适。”

今年78岁的刘茂临，看起来身体硬朗，
“忙活着挺好，要是闲下来，说不定就有这
事那事哩。”刘茂临说。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3月15日，何静园在为刘茂临(左)指导书法。

□尹彤 董雷
薛海波 报道

“沾衣欲湿杏花
雨 ， 吹 面 不 寒 杨 柳
风。”3月18日上午，
春雨如酥，嘉祥县纸坊
镇第三届杏花节盛大开
幕。本次杏花节以“紫
云山下，杏韵花开”为
主题，穿汉服体验汉代
文化、品尝当地美食、
祈福上香、登山赏花、
认领“杏”运树等活
动，让游客流连忘返。
虽然天气有些湿冷，但
是，在淅淅沥沥的春雨
中欣赏漫山遍野滴杏
花，却更激发了游客们
踏春赏花的兴致和热
情。据了解，仅开幕式
当天便接待游客近6万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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