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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路春菲 王琨

1999年，背井离乡，他们成了村里第一批出
来创业的人；近20年来，年过半百的夫妻俩在小
小的全羊馆里，用诚信坚守着凝聚他们半生心
血的“邵记”招牌。

背井离乡 艰难起步

3月21日11点，正值午饭时间，临淄区桑坡路
上的邵记全羊馆里生意红火，坐满了食客，羊肉
的鲜香弥漫在小小的饭馆里。而在厨房里，51岁
的李会芹正拿着大勺，翻搅着一大锅羊汤。间
隙，李会芹向记者讲起了她跟老伴邵承海的创
业经历。

邵承海和李会芹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老
家是淄川区太河镇峨庄村。一家三口人，全家总
共三亩地。像大多数农民一样，夫妻俩一直过着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李会芹告诉记者，那会
儿村里几乎没有出来自己创业的，除了种地，就
是给人打工的。两口子不愿守着几亩薄田种点
口粮，两人一合计，便有了创业的想法。“城里人
生活条件好，吃羊肉的人肯定多。”邵承海有一
手煮全羊的绝活，他们决定凭自己的手艺，到城
里闯一闯。两人出来“创业”的事，那会儿在村里
都成了新闻。

1999年，邵承海夫妻在临淄开了他们的第
一家店，从10平方米店面里开始了他们的创业
之路。然而，店开起来了，夫妻俩每天从早忙到
晚，生意却很惨淡。羊肉价贵，全羊馆并没有夫
妻俩当初想象的那么受欢迎，有时一天宰一只
羊都卖不了。即便如此，夫妻俩也从没把不新鲜
的肉再炖给客人吃。“做买卖，口碑最重要。俺们
刚开始干，一定要把口碑树起来！”李会芹坚定
地说。

渐渐的，小店生意有了起色。可好景不长，
李会芹因过度劳累生了一场大病，刚攒下的积
蓄又被花光了。更难的是，为了不能落下刚刚见
好的生意，李会芹只能独自住院。邵承海一个人

在店里忙，为节省时间干脆每天睡在店里，有时
累得倚着灶台就睡着了。

靠着不懈的坚持，全羊馆的生意一点没耽
误。李会芹病愈后，夫妻俩的事业更加蒸蒸日
上。

诚信守业重品牌

午饭时分，小饭馆里格外忙碌，几个服务员
快步穿梭在厨房跟餐桌之间。饭馆里座无虚席，
还有不少人排队等候。店里之所以生意这么好，
李会芹告诉记者，靠的是一个“诚”字。

记者发现，跟其他饭店不同，邵记全羊馆的
厨房门上并没有写着“闲人免进”之类的字样。

“厨房干不干净，肉新不新鲜，用的啥油……客
人可以随时来‘检查’。”记者说有点像亮化厨
房。李会芹朴实地笑笑道：“俺不懂啥是‘亮化厨
房’，初衷就是让顾客看得明白，吃得放心。”

虽然邵承海和李会芹是农村出身，文化水
平不高，但品牌意识很强。早在创业之初，邵承
海就到工商局注册了“峨庄全羊”的商标。如今，
老店已更名为“邵记全羊馆”。

近二十年来，邵记全羊馆凭借好味道和诚
信经营，全羊馆的客人越来越多。现在，店里一
天平均宰六七只羊，最多的时候一天宰九只，几
乎全年无淡季。

生意越来越好，也吸引了不少有合作意向
的人。李会芹告诉记者，这几年，有好几个人找
过她，想要合伙开分店。但李会芹担心自己照顾
不过来，怕分店味道没保障，砸了招牌，就回绝
了。“俺们宁愿少赚点钱，也不能砸了这20年的
招牌。”在李会芹看来，这块招牌就是命根子。

知足常乐 不吝授艺

邵记全羊的名声越来越响，除了谈合作的
生意人，还吸引了很多慕名前来学艺的人。李会
芹说，店里已经来过十几个学艺人，有附近区县
的，还有威海的。

对于上门的学艺者，老两口从不吝啬自己

的手艺，总是倾囊传授。李会芹说：“我们都上年
纪了，也希望把这好味道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
吃上俺们峨庄全羊。”夫妻俩并不贪心，也不怕
别人学会后抢了自己的客人，他们觉得只要能
守住周边这片市场就知足了。

记者了解到，邵记全羊馆前前后后共搬过5
次店，但并没有因为搬店而丢失顾客。每次搬
店，李会芹都会留下电话跟新店址，直到现在还
有不少人经常开着车来买全羊汤。

经历近20年的奋斗，饭馆从当初的十平方
米扩大到100多平方米，如今还成立了食品公
司，也招了几名员工。虽然店的规模大了，人

手也增加了，可老两口还是坚持要亲力亲为，
年过半百，还每天在厨房里忙活。“俺们都是
农村人，这点苦不算啥，早习惯了。”李会芹
乐呵呵地说。

去年5月，邵承海从临淄区人社局申请了
10万元小微企业贴息贷款，对店里的炉灶进行
了环保改造，还用这笔钱上了新业务——— 绿色
农产品经营。老两口把家乡的绿色农产品拿到
店里卖，仅小米一项，短短几个月就已经卖了
数百斤。

全羊馆生意红火，新业务上马十分顺利，邵
氏夫妇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

讲诚信、重品牌，淄川区太河镇峨庄村村民邵承海夫妇———

20年，用“诚”字竖起招牌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20日，淄博市安委会办公

室召开市直部门安全生产巡查工作会议，记者了
解到，今年淄博市安委会将分三批对市直负有安
全生产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单位进行安全生产巡
查，巡查延伸至部门单位有关直属单位。每个巡查
组至少抽查2个区县、2个镇（街道）行业管理部门，
抽查检查所属行业领域重点企事业单位3-5家。

据了解，第一批巡查成立6个巡查组，从3月26
日开始至4月13日结束。巡查单位为：淄博市经信
委、市教育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水利与渔业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新局、市
质监局、市煤炭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公安消
防支队等12个部门单位。每个部门单位的巡查时
间原则上不少于1周。本次安全生产巡查的要点，
除了国家、省市安全生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三个必
须”要求落实情况、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情况、
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等省政府安委会巡查确定
的12项重点事项外，还根据实际确定了10项巡查
重点，共22项共性问题，并分部门单位列出了安
全生产重点问题清单。

淄博将对市直部门

开展安全生产巡查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22日，记者自市农业部门

获悉，近日，农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正
式向社会发布《2017年度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目
录》。淄博市沂源苹果、淄博池梨、淄川西红
柿、张庄香椿、池上桔梗、马踏湖白莲藕、博山
蓝莓、博山猕猴桃等8个农产品榜上有名。

据悉，淄博市以“齐民要术·上乘农品”为
主题，构建以淄博农产品整体品牌形象为引领，
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为主体的淄博农产
品品牌体系。召开全市农产品品牌建设大会，发
布了“hello品淄博”淄博农产品整体品牌形象，
评选淄博市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11个、企业
产品品牌68个；1个区域公用品牌、16个企业品
牌入选全省知名农产品品牌，入选数量居全省第
三位。淄博市深入挖掘、保护、培育和开发名特
优新农产品资源，大力推进农产品品种改良、品
质改进，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品牌意识，开展
品牌宣传，重视扶持培育，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
产品，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本次入选的8
个农产品品牌，提高了淄博市名特优新农产品知
名度和美誉度，扩大了农业对外合作交流，对加
快该市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步伐，推动农业结构
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

淄博8个农产品上榜

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目录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21日，记者从淄博市经信

委获悉，今年以来，按照淄博市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暨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推进大会工作部署
要求，部门及区县通过实施“技术改造突破年”
推进技改项目建设初见成效，截至今年2月底，
306项市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开工233项，累计完成
投资226 . 54亿元，全市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投资保
持平稳较快增长。

据悉，截至今年2月底，306项市重点技术改
造项目开工233项，开工率76 . 14%，当年完成投
资46 . 07亿元，累计完成投资226 . 54亿元。在促进
项目推进过程中，坚持落实重点技改项目分工挂
包制度。挂包责任人全程服务和跟进项目建设，
坚持项目建设“月度问题发现及解决情况对标清
单”和“月度工作任务对标清单”制度，确保项
目建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紧抓项目开
工，确保投资稳步增长。233项开工项目，其中
新开工项目163项，占开工项目的69 . 96%，年度
完成投资23 . 64亿元，占开工项目当年完成投资
的51 . 31%。

233项市重点技术改造

项目开工

累计完成投资226 . 54亿元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邢玮 昃晓羽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13日，记者从博山开发区

白塔镇了解到，今年以来，该镇将拓展廉洁文化
与廉政微权力治理融合发展为抓手，深化开展
“五个一”活动，夯实浓厚的廉政氛围，为党风
廉政建设提供文化软实力。

据了解，白塔镇普遍设立一处廉政农家书
屋。在各村居文化大院设立廉政农家书屋，开展
倡导每人读一本廉政书的活动，拓展廉政文化的
宣传阵地，附近企业职工下班也可以学习，增强
基层人才文化积淀。建立一处清风书画室。依托
白塔镇综合文体中心和博山蓝天书画院设立白塔
清风书画室，每月15日为固定活动时间，通过廉
政诗词鉴赏、书画交流等方式宣传廉政文化。设
立一处廉政宣传阵地。结合民生乡村文明行动示
范片区打造工作，在南万山村、东万山村等村居
设立廉政文化宣传广场，将廉政文化警句名言、
廉政漫画等表现形式生动、内容丰富的素材生动
展现。打造一个微信公众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平
台在重要时间节点发通知、下禁令、倡廉洁，强
化警示提醒；同时通过廉政教育微课堂、“互联
网+纪律宣传”等模式，使廉洁教育细致入
“微”。白塔镇每季度如期开展“一季一堂廉政
课”和班子成员廉政谈话。严格落实廉政谈话制
度，及时通报曝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侵害群众利益、精准扶贫领域等典型案例，形成
有力震慑。

博山开发区白塔镇：

“五个一”夯实廉政氛围

□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通讯员 满建强 冯汝深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22日，淄矿集团唐口煤业

公司开拓一区维修班长陈德林正在与同事们一
起开展创新项目研究。能聚在一起搞研究，得益
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陈德林创新工作室”。

“工作室里技术资料、专用工具、配套设
施等一应俱全，为开展创新活动、研究创新项
目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我们的积极性也更高
了。”身处设施齐全、宽敞明亮的工作室里，
陈德林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唐口煤业公司工会把劳模（高技能人才）
创新工作室作为全员创新创效的阵地，2017
年，他们建立了“创客中心”，创新工作室增
加至16个，确保每个单位都有创新阵地。

“我们高标准、全覆盖建设劳模（高技能

人才）创新工作室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劳
模、高技能人才的带头、带动作用,激励全员立
足岗位开展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为企业发展
注入不竭动力。”公司工会主席姜金生说。
2017以来，在劳模、高技能人才的领衔下，该
公司累计完成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成果157
个，创效170余万元。

为了调动职工参与群众性技术创新的积极
性，释放全员创新活力，公司重新修订了《职
工创新工作室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创新
工作室基本任务和日常运行机制。姜金生告诉
记者，在创新工作室管理上，他们进一步完善
创新项目课题选定、实施、验证、申报、推广
等工作流程，根据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点问
题，合理规划创新工作室中长期和短期的攻关
课题，并制定了严格详细的管理、考核、奖惩

制度，为创新创效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同时，加大对创新工作室的扶持力度，保

证职工创新有活动场地、设备设施、技术支
持、经费保证。2017年11月，该公司“舒高芝
创新工作室”领头人、综采工区职工舒高芝研
发的“液压支架四连杆高压供液管路改造”项
目“搁浅”，压力数据测算、压力损失计算等
专业性很强的技术难题，成为制约项目进展的
瓶颈。“在公司工会协调下，技术部、机电部
的专业技术人员给我们提供了大力支持，仅用
几个小时就帮助我们完成了数据计算工作，保
证了项目按期完成。”舒高芝说。

此外，公司加大创新奖励力度，对技术创
新实行“完成20万以上创新项目奖励10万元”
的激励政策，对小改小革、装备改进、工艺改
进、系统改善等群众性技术创新成果，成熟一

个评审一个，并根据成果技术含量和产生的经
济效益，给予500元—2000元不等的奖励。

创新工作室不仅为企业带来效益，也在打
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技能人才队伍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带头人王峰，将工作室作
为培训基地，结合生产一线实际，从设备安装
调试、维护保养等方面入手，采取启发引导、
案例剖析、专题讨论等方式，对工作室成员及
青工进行系统技术培训，提升他们技能水平，
目前已培养出9名高级工，均成为工区的技术
骨干。

创新没有休止符，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
化，全力打造以“空间支持、技术援助、人才
培养、成果转化、经费支持”的“五位一体”
综合创新平台，逐步实现与外部市场无缝对
接，为企业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技术支持。

淄矿集团唐口煤业：

“创新工作室”激发职工创新热情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李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巡视回头看实际上就是再巡

视，它释放出了不是巡视一次就万事大吉的信
号，彰显的是党内监督的严肃性与韧劲。一些第
一次巡视后本以为侥幸过关的腐败分子被回马枪
挑落马下。”3月21日上午，淄博市张店区和平街道
再次组织党员干部来到组织生活活动中心，观看
廉政警示教育片，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时刻保持清
醒头脑，守住廉政底线，不忘初心，严格自律。

据了解，和平街道为继续巩固拓展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成果，驰而不息纠正“四风”
问题，多措并举，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和
规矩意识，切实加强廉政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
工作环境。

张店区和平街道：

绷紧“廉政弦”

把好“自律关”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陈曦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21日，记者从淄博市农业

发展银行博山区支行获悉，针对博山区2016－
2017年棚户区改造数量多，任务重的局面，博山
区支行及时对接棚改项目，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
建立沟通、共享和协调机制，通过棚改贷款投放
助力博山区新旧动能转换。

据悉，该行对具备拆迁条件的3191套棚改任
务开展融资审批，审批金额6．76亿元，目前该行
已累计投放3．12亿元。

农发行发放3．12亿元贷款

助力博山棚改

李会芹在厨房里正忙碌着。

□记者 刘磊 报道
为引导居民积极行动起来，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同心共筑幸福家庭，携手共建文明城市，3月14日，桓台县城

区街道办云涛社区组织了“传承好家风，共创文明城”快闪活动。图为群众在横幅上签字为创城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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