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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华超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从日照市海洋与渔业局获

悉，3月6日，日照市海洋与渔业局组织渔政、海
警、海事执法船艇组成立联合执法编队，对全市海
域开展海洋涉渔“三无”船舶集中整治月行动。

据悉，为进一步加大海洋涉渔“三无”船舶清
理力度，巩固前期整治成果，稳定海上安全生产形
势，本次行动根据日照市《海洋涉渔“三无”船舶
整治攻坚行动方案》要求，对涉及海洋捕捞的无船
名号、无船籍港和无渔业船舶证书的钢质、木质、
玻璃钢质、泡沫或筏式捕捞工具等各类船舶，及从
事涉渔收购、运输、供应的“三无”辅助船舶，从
事海上养殖的无船名号、无船籍港和无渔业船舶证
书的各类船舶，证件已脱审或已过期的渔船，套
牌、假冒船名号的船舶进行严厉打击。同时开展商
渔船防碰撞执法，严厉惩处不按规定使用安全终
端、占用航道从事捕捞生产、暴力抗法等行为。

日照整治

海洋涉渔“三无”船舶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岚山区木材产业园区占地3 . 4平方公里，
去年园内企业实现税收609万元，亩均税收不
足1200元，远远低于全区其他几个主导产业。
但政府扶持力度不仅多年未减，今年还将再有
新的扶持政策出台。

城中村改造亩均拆迁成本与土地价格严重
倒挂，腾空越多则政府亏空越大。初步测算，
主城区亩均拆迁成本80万元左右，而土地拍卖
价格在60万—70万元/亩，34个城中村改造完
成后约亏空15亿元；化工园区10个村搬迁完成
后腾空工业用地4500亩，拆迁安置后约亏空21
亿元。然而，该区城中村改造的步子丝毫未
缓，今年计划再投资141 . 45亿元实施7项城中
村改造和社区建设工程，新建安置住房1 . 9万

套，完成34个村居1 . 36万处房屋拆迁。
这是记者日前在日照市岚山区采访了解到

的两件事。
实际上，早在两年前，10块位于岚山城区

的黄金地段，没有出让进行商业开发，反而由
政府开辟建成了村民家门口的公园、健身广
场。出让开发，政府可获净收益5亿元以上；
为市民建公共休闲空间，政府还要“倒贴”
3200余万元。

计算成本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在很多
人眼里，这分明是三笔“赔本的生意”。但财
政并不宽裕的岚山，明明已经明晰这笔投入产
出，为何还要做这笔“赔本的生意”，甚至做
得更大？

“经济账不能不算，但民生账、生态账更
不能糊涂。”对此，岚山区委书记来风华说，

木材产业园区亩均税收不足1200元，但却带动
了周边乡镇街道近万人就业；城中村改造在经
济上一时无账可算，却给群众生活改善、给城
市拓宽发展空间带来长远的回报。

在很多工作的处理上，岚山都抱着这样的
心思。3月4日，在岚山区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上，岚山区委副书记、区
长牟伟说：“战略招商，就是要用战略的目光
看待项目，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抓新兴产业
招商，有的项目短期不见效，只要长远有利就
要抓住不放。洽谈项目，既要善于算账，又要
开明大气，不能锱铢必较、小家子气。有的税
收不好算账，就要算就业账、民生账。有的单
个企业算不来账，可以带动其他关联企业一块
算账。有的短期算不着账，可以算长期账。”

以大质量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岚山区经济

社会发展蹄疾步稳。过去岚山一直为钢铁产业
有“龙头”，无“龙身”“龙尾”所困扰。但
自去年以来，已有12个总投资47 . 53亿元的钢
铁配套产业项目签约入园，目前已有6个投资
过亿元的“吃钢嚼铁”项目落地开工；发挥靠
海临港这个最大优势，今年岚山还将加快港口
资源规划和企业整合步伐，全力服务好30万吨
原油码头、岚山港区深水航道二期和童海渔港
搬迁等港口配套工程，实行岚山港危化品作业
区封闭运行，加快完善港口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高扬港口龙头……

据初步核算，2017年该区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14 . 1％，增幅居全省137个区市县第1位；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6 . 5%，增幅居全省第2
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8 . 8%，增幅居全
省第1位。

算经济账，更算民生账生态账

岚山区经济发展善算长期账

□ 本 报记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李 波

伴随着欢快喜庆的锣鼓，81名学生舞动着
9条巨龙，引来声声喝彩。这是日照市新营中
学“龙文化”校本课程的舞龙表演活动。去年
7月，该校代表队获第五届全国中小学舞龙舞
狮锦标赛中学组第二名的佳绩。

更加注重人的发展，更加注重质量提升，
更加注重管理精细，更加注重文化立校，更加
注重特色和创新……如今在日照，学校发展的
重心从单纯的规模扩张、数量增长，转移到以
制度变革和品质提升为主要内容的内涵发展轨
道上，早已不再是一个班级、一个学校的探
索，而已成为全市中小学校共同的追求。

据初步统计，近5年来日照市各中小学先
后新建、改扩建音体美及多功能教室98万平方
米，购置各类器材1 . 3亿元，新招聘音体美教
师861名，培训教师21万人次。自2012年以来，
全市先后有3150名学生获得各类奥赛奖励，有

5670名学生获得省级以上各类体育、艺术大赛
奖励，有13所学校的体育、艺术代表队代表国
家、省参加国际、国家级比赛，取得了良好成
绩。全市中小学已开设特色课程1716门，建立
学生社团566个，呈现出校校有特色的喜人景
象。

变化因何而起？“抓住了校长这个‘关键少
数’，强化关键环节，就找到了促成学校内涵发
展的内力所在。”日照市教育局局长朱先亮说，
只有校长专心致志，才能提升教育品质。

日照市高度重视教育内涵发展，早在2011
年就明确提出，坚持内涵发展，加快从外延发
展向内涵提升、从注重硬件建设向注重软件建
设转变。2015年，日照市整体实施中小学校长
职级制改革，推动教育专家办学，强化对校长
的考核评价，将评价结果作为中小学校长职级
评定、岗位聘用、职级薪酬发放及表彰奖励的
重要依据，在评价指标中，学校内涵发展指标
占到了60%。

为彻底改变传统的德育与学科教学“两张

皮”现象，真正把教育做成培养生命、完善生
命、生成生命的事业，着眼于促进基础教育内
涵发展和教育质量全面提升，日照市实行“底
线管理+特色发展”的校长指标评价体系。其
中，“底线管理”包括学校党的领导、安全生
产、规范办学等最基本的内容，“特色发展”
包括办学理念、发展愿景、课程建设、师资队
伍、学生发展、校园文化建设及办学特色等指
标。通过严格规范的指标考核体系，促使校长
专心办学、回归课堂、潜心从教，通过实施学
校发展规划、教学改革创新，推动内涵发展、
提升办学质量。

“评价指标就是学校发展的‘风向标’和
‘指挥棒’。把学校内涵发展作为考核校长的
重要指标，让学校不再片面围着升学率、围着
分数转，我们校长也能静下心来，潜心研究如
何提升办学质量、如何特色化办学，让每一名
学生健康快乐成长。”日照市龙山路小学校长
丁耀昌表示。据悉，为使广大师生在传统文化
的浸润熏陶下更加气质儒雅、精神高贵、思想

丰盈，日照市龙山路小学重点打造了“腹有诗
书胸怀天下”校园文化特色，将诗教活动融入
到学校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2017年9月，该
校被授予“齐鲁诗教先进单位”称号。

在推进内涵发展过程中，日照市没有“一
刀切”，而是按照规范化、特色化、优质化三
个阶段分类创建。其中，规范化学校创建中，
通过建立规范的规章制度规范学校的办学行
为，使校长办学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规范，
从规范到优质。特色化学校的创建，通过特色发
掘，使学校彰显办学个性，形成鲜明的办学风
格，通过特色办学带动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优
质化学校创建则是通过文化积淀、办学理念、
学风教风等内涵要素的统筹，打造出自己的办
学品牌，在区域范围内有较高的影响。

通过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倒逼市域内
整体推动学校内涵发展，日照市教育质量稳步
提升，教育软实力逐年增强。全市现有县级以
上骨干教师3805名，撑起了日照教育发展的脊
梁。

日照通过职级制改革倒逼学校内涵发展

摘了校长“官帽” 成就一批好学校

□ 本报通讯员 冯书琴
本 报 记 者 杜辉升 丁兆霞

他们很普通，却用凡人善举烛照出不平凡
的人性光辉；他们不图回报，但党和政府却始
终把他们的冷暖挂在心上。2018年春节、元宵
节期间，日照市举办系列活动，让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物质上受资助、精神上得抚慰，透过
一帧帧浓缩的剪影，传递出清晰的价值导向：
好人有好报，德者有所得。

春节前夕，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1月5
日，日照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等组建了三个
道德模范寻访团，冒严寒顶风雪，深入城乡社
区，与各部门、各区县推荐的60余位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进行面对面交流，深入挖掘典型人物
背后的故事，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实
际困难。

在五莲县汪湖镇小河崖村日照市第六届道
德模范王加凤家里，寻访团了解到，王加凤自
2004年起照顾无亲无故的邻居残疾兄弟俩，以
前有丈夫帮着她一起，但现在丈夫也因视网膜
脱落卧病在床。“我的眼睛也不好，现在我们

两口子凑不齐一双好眼。”王加凤抹着眼泪说
道。寻访团成员认真倾听，将她所面临的困难
一一记下。

在五莲县潮河镇梁家埠村，第六届道德模
范王付兰高兴地告诉寻访团：她抱上孙子了。
2008年因儿子突遇车祸，王付兰举债救子，养
鸡挣钱还债。

寻访团了解到，王付兰孙子出生时在重症
监护室住了一段时间，出院后又欠下了7000元
债，王付兰的儿子、儿媳因为癫痫需要长期吃
药。听闻这一情况，寻访团成员、日照市文化
馆馆长相恒平当即对王付兰说：“我先给你们
买上2000块钱药，过几天送来。”

在岚山区岚山头街道环海路居，寻访团见
到了20年不离不弃赡养失明叔公、照顾有智力
残疾小叔子的孝亲敬老模范王桂玲。“你所经
历的苦和累难以想象，我们将组织力量给予你
力所能及的帮助，把关爱道德模范的制度从墙
上落到地下。”日照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
明办主任赵嘉兵说。

寻访一结束，一张帮扶60名生活困难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的清单列出。日照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协调市慈善总会、市红十字会，对生
活困难的道德模范每人资助2000元，并及时为
第六届省级道德模范送达每人两万元奖金。

特殊情况，专门解决。2016年度日照市十
大孝星之一、今年13岁的邱惠玲失去了双亲，
还有生病的奶奶需要照料。对此，市委宣传部
主要领导协调一家爱心企业长期帮扶，办理了
专门存折，并安排专人管理，让她安心上学、
衣食无忧。

在物质上帮扶，更在精神上礼遇。2月4日
农历腊月十九，“太阳之城 德耀日照”2018
精神文明建设迎新春文艺晚会精彩举行，晚会
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道德模范学习
致敬为主线。晚会现场，第六届全市道德模范
及“德耀日照”荐评树系列先模人物代表在最
前排就坐，接受少先队员们敬献鲜花。

“党和政府不仅没有忘记我们，还让我们
坐在了最前排、上主席台，这是褒奖，也是鞭
策。”日照市第六届道德模范、日照爱心志愿
者联合会会长滕兆敏说。

3月2日农历正月十五，“讲文明 树新
风”2018日照元宵灯会开幕。日照市文明办安

排工作人员一一打电话，邀请第六届全市道德
模范和“德耀日照”荐评树系列先模人物代表
观赏灯会，并在灯会现场专门设置了“好人广
场”，将日照市第六届道德模范和先模人物的
事迹图文并茂进行展示。“德耀日照”先模人
物、后村镇杏坊村党支部书记孙夫竹表示，没
想到自己能从村里被请到市区观看元宵灯会，
享受这样的“礼遇”，回去后要和老少爷们加
油干，让村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关爱有德之人，礼遇道德模范，是日照市
弘扬崇德向上、见贤思齐风尚的一个小小写
照。近年来，日照市坚持以“德润港城·善行
日照”为主题，以发现、培育、弘扬、回报、
深化五大机制为主线，着力打造“好人”道德
品牌，传递社会正能量。截至目前，共推选出
“中国好人”50名，“山东好人”121名，
“日照好人”2000余名。去年起，又整合原有
的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最美系列、美德少
年、文明家庭等评选项目，常态化推举“德耀
日照·系列先模”系列人物，形成了“群星闪
耀，七星共明”的工作格局。

好人有好报 德者有所得
——— 日照市关爱礼遇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侧记

□记者 杜光鹏 报道
3月4日，岚山公安分局碑廓派出所组织平安志

愿者到大司官庄社区禁毒宣传示范点开展参观学习
教育活动，增强孩子们对毒品危害的认识，提高自
我防范能力。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许慧君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16日，记者从日照市财政局

获悉，为更好地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日照市近
日出台文件，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标准。日照市各级财政部门将按照调整后的
保障标准足额保障救助资金，并加强资金监管，切
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018年日照市城市低保标准调整为550元/人/
月，人均月补助水平不低于城市低保标准的65%，农
村低保标准调整为395元/人/月，人均月补助水平不
低于农村低保标准的65%。调整后的新标准自2018年
1月1日执行。同时，新的救助供养标准中，日照市特
困人员的救助供养包含基本生活和护理补贴两部
分。其中基本生活标准按照城乡低保标准的1 . 4倍制
定，即城市特困人员770元/人/月，农村特困人员553
元/人/月。照料护理标准中，失能、半失能、自理三类
特困人员按照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2、1/4、1/6分
档制定。即一档失能人员870元/人/月，二档半失能
人员435元/人/月，三档自理人员290元/人/月。调整
后的新标准自2018年7月1日执行。

日照提高特困

与低保人员救助标准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吴奇华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日照开发区奎山街道针对

奎山汽贸城出台了星级企业建设管理规范，计划从
发展规模、企业形象、制度规范、服务质量、突出
贡献、安全诚信、群众反映等方面考核企业经营情
况，力促园区内企业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奎山汽贸城已经发展了14年，在园区规模上
已经很难扩张，要想实现新突破，就要从优化存量
入手。”日照开发区奎山街道招商办副主任雷春燕
告诉记者。去年园区内有一家4S店因管理不善，在
经营过程中出现了积压汽车合格证的情况，“虽然
只是一件小事，但却让我们意识到了老商圈管理懈
怠的问题，制定激励政策、为园区发展注入新活力
的想法也就是在那时跃然脑中。”为此，职工形
象、群众满意度、运营发展情况等考核细则被写入
了新出台的星级企业建设管理规范中。

近年来，奎山街道以提升效能为宗旨，坚持工
作在一线开展、情况在一线掌握、作用在一线发
挥、服务在一线的“一线工作法”加强企业服务。
每周至少一次深入企业进行走访，了解掌握企业需
求，对企业反映影响发展的有关问题，及时会同相
关部门进行解决，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同时引导
企业规范化经营，及时将国家有关政策和市场情况
向企业进行传达并与之交流，引导企业转变思路，
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和
消防演练，使企业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形成
了定期自查、检查、排除安全隐患的良好习惯，确
保了汽贸城内安全无事故。

奎山街道老商圈

有了“新规矩”

□丁兆霞 韩崇伟 孟令新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15日，“中国抗癌协会事业

团体会员单位”授牌仪式在日照市人民医院举行。
据悉，中国抗癌协会成立于1984年，是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注册登
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肿瘤学科唯一的国家级一
级学会，是亚洲地区抗癌组织联盟（APFOCC）理
事单位和七个常务理事之一，同时也是国际抗癌联
盟（UICC）的正式会员。成为协会团体会员单位
后，可以进一步加强日照市人民医院医院肿瘤学科
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促进肿瘤学科的管理机制、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人文服务等工作的全面发展，
不断提高肿瘤防治水平。

一医院成

中国抗癌协会会员单位

□记者 杜光鹏 通讯员 李桂军 报道

岚山边检站驻地植绿
3月12日，“植树节”当天，武警岚山边防

检查站积极开展“‘植’入绿色、‘树’立希

望”植树活动，为驻地“林水会战”工程助

力，美化家园。

□记者 高华超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10日，记者从日照市图书馆获悉，

近日，日照市图书馆与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正式签订
了《日照市图书馆馆藏书画保护修复项目文物交接册》，
并完成移交。经过近三年积极申请，日照市图书馆馆藏文
保修复项目获批，并正式启动。

日照市图书馆馆藏清代、民国书画作品42套63幅，其
中清代书画31套48幅，民国书画3套5幅，其它书画8套10
幅。其中包括清中期著名画家翁小海的《花鸟图轴》和顾命
大臣匡源、状元王寿彭的书法等。目前，这些馆藏书画的主
要问题是断裂、破损、折痕、污渍、微生物损害，亟待抢救性
保护修复。这批古代书画的修复保护项目将由山东省文物
保护中心负责实施，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重新还
原古字画原有的风貌，并对文物进行保护性处理。

市图书馆

修复馆藏珍贵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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