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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郑 莉
通讯员 刘新军 张润杰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4日，在泰安市岱岳区职教
中心，一期主题为如何建立以班主任为核心的
“班级教务会”论坛如期开展，论坛旨在调动任
课教师参与班级管理的积极性，密切配合，使班
级工作形成合力。

“一个优秀班级的形成，应是全体任课教师
共同劳动的结果。”岱岳职教中心党委书记张化
军表示，要通过班主任作为一个纽带，动员全体
教师参与到德育工作中来，学校要为每一名教师
提供一个平台，舞出教师在教育这片辽阔天地的
最美人生。该论坛的开展源于岱岳区职教中心不
断创新德育工作新思路，探索班主任工作新途
径，实施班主任工作一事一议制度。建立班主任
工作日志，记下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每月学管处
选出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作为研究课题，请全体
教师酝酿讨论，集思广益，以求学生工作水平共
同提高。编写班主任工作足迹，展现班主任的优
秀事迹、工作经验，让广大班主任尤其是青年教
师学习借鉴。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石璐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泰安技师学院继2017年荣获山

东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后，今
年年初学院学生栾金龙在首届山东新动能·软件
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中荣获三等奖，这是学院实
施专业动态调整、服务新旧动能转换战略的又一
个重大成果。

近期，泰安技师学院紧紧围绕“泰安市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着力改造提升
“五大”优势产业、着力发展“五大”新兴产
业，提出并实施了改造传统专业、升级优势专
业、培育新兴专业的专业建设思路，学院围绕
“打造国际旅游胜地”的目标要求，重点对烹
饪、旅游管理等传统专业进行改造，强化“中餐
＋西餐、中文＋外语、传统礼仪＋国际礼仪”的
复合式培养，提升了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需要的
契合度；以“四新”“四化”为重心，围绕机电
设备与维修、焊接技术、数控技术等省市重点名
牌专业建设，建立起了省内先进市内领先的电气
实训中心、数控加工中心、焊接实训中心等，为
培养适应新旧动能转换要求的技能人才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保障。

□记 者 刘 涛
通讯员 邵 峰 张园园 报道

本报新泰讯 “设备仪表年检必须送检泰
安，而且前后耗时半个月，企业不得不为年检
而停产，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接续。能不能安排
在新泰进行送检或上门检测？”在新泰市“大
学习、大调研、大改进”调研活动中，隆泰生
物科技的负责人向市领导反映。

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及意见建议，新泰市
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部署，4月11日组织计量所工作人员到该公司
进行实情调研，经过座谈提出针对性措施，上
述问题得以解决。

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画上了同类问题
的休止符，新泰市市场监管局从未停止对检验
检测领域同类问题的研究。“企业的需求就是
我们服务的焦点、企业的困难就是我们攻克的
难点，下一步，我们要推行检验检测领域代办
服务工作，变‘被动检测’为‘上门服务’、
变‘企业自理’为‘贴心代办’，为企业省去
来回奔波的麻烦，保证企业生产的正常接
续。”新泰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吴钦瑞说。代办
单位受理委托后，对于受委托的项目一包到
底，为企业提供全过程无缝隙服务。

泰安技师学院建立

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岱岳区职教中心

开设班主任论坛

新泰推行检验检测

领域代办服务

□记 者 刘 涛
通讯员 桑 蕊 赵 峰 报道

本报宁阳讯 手工绝活儿、民俗工艺
品、特色农副产品，5月8日，在宁阳中京文
化艺术旅游景区新世纪文创观光工厂，饱含
乡土气息和地方风味的各种民俗产品登上
“大雅之堂”，成为一件件供游客观赏的艺
术品，引来阵阵赞叹。

民间艺人王利的剪纸真人秀吸引不少围
观者；海斯摩尔产品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了
在央视春晚“火了”的泰安毛巾；胡茂村旅
游合作社出品的果蔬营养面系列产品倍受青
睐……“别看我是宁阳本地人，有些农副产
品还真没听说过。”参观者陈先生用手机记
录着一件件展品。县旅游局局长朱涛说，为
充分展示宁阳县特色旅游商品，推动旅游商
品研发、生产和推介促销，此次展会各乡镇
（街道）以及金彩山酒业等县内龙头企业都

搭建了展区，“大美仙景动态洸河”“阳光
福地 七彩东庄”“以文化人 礼仪乡饮”
等特色鲜明的主题，展示了各乡镇主打旅游
品牌。

据介绍，宁阳县农业资源丰富，但在农
副产品深加工、旅游商品品牌建设等方面还
有所欠缺，许多精美的民俗工艺品、收藏品
也多是散落在民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经济
效益。为推进农副产品、文化工艺品的标准
化、品牌化、电商化进而向旅游商品的转
化，更好地提升旅游商品的档次水平和品牌
知名度，宁阳县从今年2月份开始启动2018首
届宁阳县旅游商品展评暨商品包装创意设计
评选活动，将评选类别分为“宁阳好品”品
牌标识logo设计奖、旅游商品奖、农副产品
奖等六大类，分别设置了1000元—20000元不
等的奖项，三个月来收集到300余件参展、
参赛的创意作品。

经过评选，核桃油包装获商品包装创意
设计类金奖，香椿酱系列产品获食品及饮品
类金奖，海斯摩尔毛巾产品获旅游工艺纪念
品、文创及实用品类金奖。“选出的优秀产
品我们将编印成旅游商品集锦，向周边景
区、景点、酒店、服务区、游客服务中心等
推介促销。”朱涛说，该县将建立品牌管控
机制，“宁阳好品”品牌logo标识要进行注
册，由县旅游局进行授权许可和颁授，优秀
产品、诚信企业进驻电商平台，对失信、降
质、违规的产品实行退出和惩处，相关企业
和个人将进入征信黑名单。

近年来，宁阳县把旅游业作为转型升
级、富民兴县的重要举措，发展全域、休闲
和乡村旅游。目前全县拥有景区7家，其中
AAA级景区3家、AA级景区4家。本次旅游
商品展评暨创新设计大赛，旨在发现一批质
量优、效益好、名气大的旅游商品，发掘一

批农副产品加工、包装、销售龙头企业，叫
响“宁阳好品”，擦亮“宁阳名片”。

跳出宁阳抓旅游，跳出旅游抓旅游，该
县以产业融合为着力点，实施“旅游+”战
略，突出抓好金彩山酒文化产业园、纺织服
装文化创意园、新世纪文创基地等一批“产
业+文化+旅游”项目，推动旅游业与现代高
效农业、新型工业等深度融合，全域旅游与
传统农业完美联姻，建立具有显著地域特色
的旅游产品体系，让宁阳经济因旅游而发
展，文化因旅游而繁荣，城乡因旅游而美
丽，人民的生活因旅游而美好。

目前，宁阳县有4家旅游商品生产企业
被省旅发委评定为“山东省旅游商品研发基
地”，山野特房车被省旅游局评定为“山东省
旅游装备研发基地”。宁阳大枣、钟庄豆腐皮
分别被评为“到山东不可不买的100种旅游商
品”“到山东不可不吃的100种美食”。

□ 本 报 记 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李 娜

家门口的“妈妈班”

在州城街道湖韵苑社区的宣传栏里，记者
看到了一个服装加工厂招收“妈妈班”的信
息。加工厂负责人张向伟告诉记者，因为厂子
紧邻社区，为了解决社区里年轻妈妈接送学龄
孩子的问题，他们特地开设了时间相对宽松的
“妈妈班”。

在“妈妈班”里，记者看到38岁的刘桂霞
正在缝纫机前专心工作。“以前我在外打工学
了点缝纫技术，结婚之后就没法出去挣钱了，
只能在家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她说，“现
在好了，服装厂就建在家门口，妈妈班还能给
我们接送孩子的时间，既能挣钱又能顾家，真
是两全其美！”

“妈妈班”只是该县“两区共建”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该县实施移民避险解困、易地
扶贫搬迁、黄河滩区迁建脱贫攻坚“三大工

程”，坚持居住社区、产业园区“两区共
建”。截至2017年12月，全县共建设“两区共
建”产业项目15个，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同步解决安居和乐业的问题。

一地生多金

近日，东平县商老庄乡的食用菌养殖基地
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该乡10个村131名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领到了39300元分红。贫困群众个个拿
着钱，笑得合不拢嘴。

近两年来，商老庄乡帮助贫困户将土地进
行流转，立足传统优势产业，引进实力雄厚的
企业，建设食用菌种植基地，形成了“基地+
企业+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目前，该乡

食用菌种植面积达到33万平方米，产值达1500
万元，396户774名贫困人口通过项目分红实现
了脱贫。

无独有偶，该县梯门镇西沟流村通过引进
外资入股，又成立合作社，流转土地845亩，
建成了集种植、采摘、观光为一体的泉灵现代
化生态农场。村民可以在农场打工赚钱，同时
还可以用土地入股领取租金。采摘季节最多用
工量可达到400多人，每人每天收入100多元。
村集体收入越来越高，贫困户的数量也越来越
少。

昔日的穷山沟，如今变成了聚宝盆。在东
平，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实现了“一地生多
金”。不仅可以解决贫困问题，更是走出了一
条发展产业、长期增收的路子。

家家办起渔家乐

东平县银山镇南堂子村位于东平湖畔，三
面环山、一面临水，不仅山水风景秀美怡人，
渔家风情更是独特浓郁。但因为土地资源少，
村民长期靠打渔为生，生活一直很贫困。看着
好风景，过着穷日子。

近年来，该村发挥自然优势，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不仅成立了旅游公司，修建了环山路、
旅游码头、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配套硬件设
施。同时流转土地，引水上山，栽种果树，成立林
果合作社，漫山遍野的油桃和山杏既能采摘也
可观赏。县里又帮助该村搞培训，家家户户办起
了渔家乐。乡村旅游不仅让村民们富了起来，
更让南堂子村从里到外焕然一新。该村人均收
入达到1 . 5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由10年前的负债
累累，到如今的300多万元。

东平县有山有水有文化，美丽村庄星罗棋
布，怎样把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该县将山水生态优势与村庄整治、庭院经济结
合，因地制宜实施旅游扶贫。目前，全县已发展
星级农家乐、渔家乐160家，带动6000余人就业增
收，旅游产业成为脱贫致富的主助推器。

□ 本 报 记 者 郑 莉
本报通讯员 苗 冬

“现在企业生产设备更新快，技术含量越
来越高，对硬件的使用及维护需要更严格和专
业的安全生产监管，这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加
专业。”4月28日，在去对被抽检企业进行安
全生产检查的路上，泰安博敖安全评价公司的
安全专家张磊告诉记者。

从去年开始，泰山区安监局通过向区编办
申请购买安全生产服务项目，采取公开招标的
方式，确定向泰安博敖安全评价公司购买安全
生产服务，由公司定期派出安全专家到企业

“把脉开方”。去年当地共为所辖102家生产
企业提供80余次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排查各类
隐患620余处，并有效督促企业全部整改。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从传统的以
钱养人向以钱养事转变，可以有效确保各项经
济、民生项目的顺利实施。”泰山区编办工作
人员张程介绍，针对该区行政事业编制总量远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情况，当地创新机构编制
管理方式，大力推行政府购买服务，不但盘活
了编制资源，减轻了财政压力，并且显著提升
了政府公共服务效能。

据了解，泰山区在全市率先出台了《政府
购买服务岗位暂行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政
府购买服务岗位的购买范围、管理原则、审核

程序、监督管理等事项，使得政府购买服务岗
位有规可依、有章可循。特别是“对号入座”
明确了机关事业单位辅助性管理服务岗位、部
分非涉密一般专业技术岗位、阶段性专项任务
产生的弹性用人需求的岗位及部门符合按行业
编制核定标准高于现核定编制数或根据单位职
责为完成临时性、阶段性工作任务的岗位等四
种购买岗位审核标准，从而确保了“按需”购
买岗位的质量。

为保证购买服务具体流程的公平高效，该
区按照“按岗下达、自主聘用、预算统筹”的
原则进行管理，由购买主体按照岗位服务需求
由主管部门牵头，自主面向具有合法资质、能
够满足岗位服务需求的劳务派遣公司等社会力

量进行购买。同时，加强前置把关，从严从紧
核准政府“买岗”的数量，确保主体资格、项
目范围合理合规，并重点保障改善民生、公共
教育、劳动就业、社区服务、环境保护等公益
性服务项目。

此外，泰山区还从强化购买岗位的监督管
理入手，由编办和当地财政部门联合定期对岗
位履职及岗位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建立动
态调整机制，依据评估结果重新调整下年度政
府购买服务岗位设置，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优化岗位服务水平。据统计，2017年该区
共核准了14个部门的29项购买服务申请，其中
购买岗位134名，岗位数量比2015年实施之初增
加了40%。

从以钱养人到以钱养事

泰山区“按需买岗”提升公共服务效能

探索推行产业扶贫“六种模式”

东平：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走进东平县新湖镇范庄村的扶贫车间，村民们正在忙着制作柳编工艺品。村党支部书记

范宝顺告诉记者，这个扶贫车间带动了周边5个村600多名贫困群众就业，同时这5个村的贫困
户还可以获得分红。小小柳编产业，写就脱贫大文章。

近年来，东平县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主渠道，着力培育乡村旅游、服装加工、畜禽养
殖等产业，探索推行基地式扶贫、农场式扶贫、车间式扶贫、分红式扶贫、家庭式扶贫、融合
式扶贫“六种模式”。不仅让贫困群众精准受益、稳定脱贫，更激发了脱贫的内生动力。

叫响“宁阳好品” 擦亮“宁阳名片”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孙见见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15日，记者从泰安市岱岳

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成功执结一起案件，历时
3年，为119名职工追回292 . 46万元劳动报酬。

据介绍，2015年，山东某工业装备公司因经
营困难，拖欠于某某等119人劳动报酬300余万元。
于某某等119名公司员工将该公司诉至法院。岱岳
区人民法院查明案情后依法判决该公司承担支付
劳动报酬的义务。判决生效后，山东某工业装备公
司未按判决书履行义务，于某某等人申请强制执
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法官多方查找被执行
人山东某工业装备公司财产线索，但因该公司涉
及多起经济纠纷，其名下房产、土地、银行、债
权等财产均已被查封保全，无财产可供执行。

为让生效判决变成“真金白银”，经过多方
努力，执行法官掌握了十余条执行线索。面对申
请执行人对法院执行工作不了解、不理解、不信
任，执行法官邀请申请执行职工代表全程见证执
行。经过对执行线索逐一排查、反复筛选，执行
法官查出被执行人山东某工业装备公司一处已被
采取保全措施的土地上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
可供执行。经与当地镇政府配合，执行法官第一时
间扣划了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292 . 46万元。
历时3年、几经波折，在执行法官锲而不舍的努力
下，119名职工终于拿到期盼已久的劳动报酬。

历时3年为119名职工

追回290余万元

劳动报酬

□曹儒峰
于龙飞 报道

为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5月12日，泰安
银行零售银行总部党支
部前往徂徕山抗日武装
起义博物馆、徂徕革命
烈士纪念碑进行“牢记
使命、缅怀先烈、重温
入党誓词”主题活动，
并前往徂徕镇印堂小学
开展捐书活动。

□记 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文 锋 张昌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泰安市财政坚持把“创新驱动
助力工程”作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科技事业发
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全
力保障工作开展。

据了解，泰安市财政局不断加大资金投入，
2018年，“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泰安市
人才资金”“科普专项资金”规模，由原来的
2800万元、1120万元和200万元分别提高至5000万
元、2000万元和350万元，为泰安市“全国创新
驱动助力工程示范市”建设和新旧动能转换，提
供资金保障。积极创新扶持方式，为发挥财政资
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市财政探索设立招财
引智和科技创新基金，全力支持全市科技人才事
业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通过“财政+基
金+金融”的模式，支持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支持
智能装备、节能环保等项目建设，完善科技创新激
励机制，加快创新科技的市场转化应用，刺激企
业由制造向“智造”转化。泰安市财政局切实加
强资金监管，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管力度，全面实
行项目绩效评价制度，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

泰安财政支持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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