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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寒亭区编办多举措提高事业单位监管服
务效能。深入开展年度报告“双随机、一公开”抽
查工作，对被抽取的单位下达《抽查通知书》，进
行实地检查。要求全区纳入机构编制管理的事业单
位根据法律、法规、“三定”等规范性文件，全面
梳理本单位的业务事项。清单表格经过“四步审
查”后对外公布，切实提高事业单位服务效率。同
时，学习借鉴市直和其他县、市、区的先进做法，
结合全区事业单位实际，科学设置考评体系。

昌邑———

绿博会又添新内容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8北方(昌邑)绿
化苗木博览会、第二十三届中国园林花木信息交流
会将于9月21日至10月7日在昌邑市绿博园和中国
(昌邑)北方花木城举办，共4类15项活动，设置了绿博
园、北方花木城两大展区，预计600个展位。今年的绿
博会除中国园林花木信息交流会、中国园林苗木行
业领袖年会、第三届北方园林绿化苗木行业产设用
高端论坛等以往影响力较强的品牌活动，又增加了
世界技能大赛园艺项目(昌邑)国际邀请赛、花艺项
目演示赛和中国农民丰收节等四项重要内容。同时
有7个国家的20多位嘉宾来参加绿博会的三项活动。

临朐———

乡村振兴
之“北杨善范儿”

走在临朐县冶源镇北杨善村的大街上，沿街两
侧的剪纸彩绘格外引人注目。剪纸艺术作为北杨善
村的特色文化，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色彩艳丽、
内容新颖、形式活泼的特色艺术。北杨善村紧紧围
绕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主线，立足剪纸艺术传统文化
特色，用一把“小剪刀”蕴育出“大文化”。去
年，村里投资20万元新建了十余间宽敞明亮的剪纸
专用活动室，配齐配全剪纸所需的工具、材料，每
周末定期交流、学习、创作，提高作品水平、培养
剪纸人才。依托临朐善兴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将
村内手工艺者聚集起来，培训上岗后从事手工剪纸
产品制作，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约8万元，手工艺
者每年可收入约1万元。

高新———

优化交通道路

今年，潍坊市高新区继续将打通断头路、拓宽
行车道、提升渠化岛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为居民出
行创造便利条件。在东风街潍安路交叉口，工人师
傅们正在对渠化岛进行施工，与以往划线渠化岛不
同，高新区在打造渠化岛的基础上，融合了道路交叉
口范围内的交通信号灯、监控设施、小型绿化带等元
素，搭配路灯照明设施一并进行改造，让渠化岛功能
更全面。据了解，高新区在建设微观交通方面，按照

“二线城市”标准，打造潍坊中心城区的样板和示范，
最大程度地优化交通道路，构建交通微循环。

滨海———

开展专项督查

为惠民资金“体检”
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加强惠民资金管理，防范

资金使用风险，近期滨海区组织开展了惠民资金专
项督查，对惠民资金开展一次全面的精准“体检”。滨
海区针对2017年度5个领域24项2388万元惠民资金
进行专项督查，覆盖涉及的2个街道、50个村居、19所
学校及20家企业，确保全面掌握惠民资金管理使用
情况。明确督查重点，以规范提升为目的，成立5个督
查组，明确督查资金申报、拨付、分配、使用、监管等

“全流程”中的6个方面14项问题。督查期间，各督
查组累计调阅资料900余份，一线走访了解200余人
次，发现问题34个。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张 蓓

在潍坊鲁台会展中心扬力集团展位，几个
蓝色机器人有条不紊地在生产线上忙碌着。扬
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区域经理吕涛告诉记
者，随着人工成本不断提高，公司推出了智能设
备用来取代人工，而这些智能设备不仅能有效
提高生产效率，还能降低生产成本。

9月1日至4日，第24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在潍
坊举办。海峡两岸博览会是鲁台会的重要内容，
潍坊鲁台会展中心一层特设智能制造展区，重
点展出两岸机床设备、自动化及工业机器人、高
精数字工业品等。记者在现场看到，潍柴、林德
叉车、盛瑞传动、厦工集团、山推、汇强重工等两
岸行业领军企业纷纷亮相。

带来新技术的还有中国第一卷胶带生产者
台湾四维精密材料公司。此次他们带来了新的
环保产品，通过技术突破，用环保材料来降低汽
车材料中的VOC（挥发性有机物），做到了低
VOC，甚至无VOC。

两万平方米的展区内，200家两岸行业领军
企业齐聚潍坊，通过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展示，体
现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也让前来参
观的人近距离领略了前沿科技的魅力。

南投的台湾高山茶、苗栗县的客家特色美
食、花莲的手工皂等……除了现场领略高新技
术产品，在这里还可以“畅游”台湾，本届展会上
台湾企业达到202余家。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县
市主题展的展区面积比往年扩大了近一倍，展
出的内容更为丰富，也更具台湾特色，通过邀请
台湾花莲、苗栗、南投、新竹等县市和屏东、基
隆、嘉义、澎湖等县市相关友好协会组团参展，
给观众带来一个原汁原味的台湾。

曾连续多年参展的台湾花莲县，借助鲁台
会平台与山东民众分享花莲之美、优质农产与
观光资源，进一步推动山东与花莲在农业、旅
游、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

记者看到，今年的鲁台会处处紧扣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台湾南
投县竹山镇是著名的“竹乡”，盛产陵园宗竹、麻
竹、桂竹、绿竹等，勤劳的人们利用竹子制作工
艺品。在博览会上，不仅有竹扇、竹篮，还有竹子
编成的竹灯、女用手提包、拐杖甚至乐器等手工
艺品纷纷亮相，将艺术和实用结合。

本届博览会将一个充满激情与创意的台湾

展现在潍坊市民眼前，也让来参展的台湾同胞
感受到潍坊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合作商机。台湾
八方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因产品在北方知名度
较低，此次参展主要目的是进行产品推广，借助
展会把产品推向全国，让更多的人了解，几天下
来，参展商张贸翔对产品的市场认可度有了十
足的信心：“目前和经销商都谈得不错。”

据悉，4天来，海峡两岸博览会参会客商总
体规模超过2000人，10 . 8万人次到场参观采购洽
谈，实现现场交易额5 . 28亿元。

除了海峡两岸博览会，本届鲁台会的主题
活动两岸高质量发展论坛，也是精彩纷呈，两岸
专家、行业领军人士、企业家，围绕“把握新时

代、汇聚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交
流研讨展望。同时，通过举办新能源汽车产业、
园区合作、乡村振兴与农业试验区建设、休闲观
光农业、高端人才对接、大健康产业合作、技术
转移合作等专题活动，山东省在“乡村振兴”“新
旧动能转换”“科技人才”等方面和广大台商进
一步接洽，合作共赢。据悉，本届鲁台会潍坊市
集中签约项目38个，涉及总投资263 . 69亿元，其
中，台湾地区项目15个，总投资55 . 75亿元。

本届鲁台会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被国务
院台办誉为“北方地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对
台经贸文化交流盛会”的鲁台会，至今已连续成
功举办了24届。为两岸各界人士沟通对话、交流

合作搭建了坚实桥梁和广阔平台。
20多年来，两岸各界人士通过鲁台会这一

平台，不断相互了解、加深感情、增进互信、推动
合作。在鲁台会的带动和影响下，潍坊、台湾双
向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300多家台资企业落
户潍坊，6家潍坊企业入岛投资，鲁台教育交流
中心、科技合作中心、农业技术交流中心落户潍
坊，设有海峡两岸（寿光）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基
地；累计来潍台胞超过40万人次，齐鲁台湾城获
批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在潍坊和台湾
两地互设了“台湾文化艺术馆”和“山东潍坊民
间文化艺术馆”，形成了“台湾有潍坊、潍坊有台
湾”的双向交流格局。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蓓
本报通讯员 魏建欣

在昌乐县第二实验小学，王鹏（化名）是大
家公认的“小暖男”。

体育课上，同学小辉跳绳时不小心崴了脚，
王鹏二话不说把他背回三楼的教室，因体力不
支，中间歇了两次。从那之后，每次放学，他总是
主动扶着一瘸一拐的小辉下楼，直到他恢复。

刚上学时，王鹏是一个在课堂上经常走神、
不举手回答问题、不能积极融入同学圈子的“问
题学生”。问题根源于他特殊的家庭：妈妈离家
出走，爸爸也因故无法行使监护人责任，姑姑变
成了“妈妈”。关爱工程、爱心助学金、义务教育
生活补助，改变了王鹏的生活质量，却没有改变
他跟同学们相处时的自卑心理。

如何改变王鹏？成了老师们重点关注的事
情。课堂上，他总是被优先提问；课堂下，作业总
是被优先批改，并当面订正；课后，老师们会有
针对性地给他补习。

渐渐地，他爱回答问题了，爱笑了，也更喜
欢帮助别人，融入了班级这个大集体。

“在对王鹏帮助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意识
到，在对困难学生进行帮扶的时候，要想方设法

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激发他们挑战困难、克服困
难的勇气；要教育他们懂得感恩，懂得回馈；更
要激励他们树立远大的人生志向，用奋斗创造
美好的生活，创造幸福的人生。”昌乐县第二实
验小学德育主任郭美珍认为，这样的帮扶，才是
最有力的帮扶。

和王鹏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12岁的小宇。
小宇就读于潍坊市奎文区廿里堡小学，自幼父
母离异并多年无法联系。常年跟随年迈且无固
定生活来源的爷爷奶奶生活，家境贫困。所幸的
是，入学没多久，学校便为他申请了教育救助
金。尽管如此，他脸上仍很少露出笑容。

那一直低着的头，让学校深刻地感受到了
他的自卑自怜。“小宇的遭遇是很典型的贫困
生问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对症下药，做
好孩子的心理疏导。”2016年，学校把这个任
务交给了有16年班主任经验的张桂英老师。

小宇喜欢篮球，张老师就把《篮球》杂志摆
在办公桌上，不时了解相关信息，还把篮球贴画
粘在小宇作业本上送给他，把篮球明星纳什、詹
姆斯等名字记在小本子上，以备聊天时用得上。
两个月下来，张老师和小宇交流，从一问一答，
转变为孩子滔滔不绝地说，老师倾听。

小宇爱打篮球，衣服总是特别脏。一个周五

下午，张老师和小宇一人一个盆，盆里是小宇刚
换下的衣服和球鞋。“洗之前先观察哪儿污渍
多，衣领、袖口要重点搓。”张老师一边示范
一边讲解，小宇笨拙的小手开启了自己洗衣的
历程，半小时，一件上衣、一双球鞋焕然一
新。从此，小宇的衣服基本都能自己洗。在一
次家访中，奶奶还高兴地夸孙子能干：“每次
洗完脚就把袜子接着洗出来，有时还给爷爷奶
奶洗呢。”

“爷爷，您辛苦了！长大了我照顾您！”7月5
日的家长会上，小宇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一行
话，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欣慰的呢？

“教育扶贫要在工作中仔细分析每一个贫
困生的特点，用行动感化他们的心，给他们注入
成长的动力，就一定能把扶贫工作做好。”张桂
英说，更要着重培养学生的自立意识和交往沟
通能力，在政府和老师的关怀下，使他们找到归
属感，学会感恩，学会回报。

今年，是潍坊市探索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救助制度第10年。10年来，潍坊已建立
起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完整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体系，实现了资助政策全覆盖。

大数据显示，政策实施10年，潍坊市教育民
生资金总量达到174 . 95亿元，累计受益学生超

过264万人次。学生资助金由2007年的7813 . 90万
元增加到2017年的30658万元，增长近3倍；资助
人次由2007年的99721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32万
人次，增长2 . 2倍。国家助学贷款发放实现了应
贷尽贷。潍坊市已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办
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累计超过5 . 45亿元，接
近45000个困难家庭解除大学学费和住宿费困
扰，使学生安心就读。

“资助工作首先需要帮助学生学会怎样‘做
人’，做什么样的人。”潍坊市教育局副局长韩光
福说，资助之路该如何走，除了经济上的援助，
还需要培养他们形成健全的人生观。近年来，潍
坊市不仅实现了“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
难而失学”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把资助与育人结
合起来，真正做到了“精准资助，立德树人”，引
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帮助他们飞得
更高、更远。

在这样的政策下，在潍坊很多受助学生都
像小宇、王鹏一样，没有因为贫困而失学，他们
在成长的道路上奋力拼搏，涌现出一大批励志
成才、自强不息的优秀青少年。在“资助与我”征
文活动中，2300名受助学生心怀感恩纷纷写出
感谢信，立志要用自己的知识和行动去回报帮
助过自己的好心人，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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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孩子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本届鲁台会潍坊市集中签约项目38个，涉及总投资263 . 69亿元

激活新动能 推动新发展
寒亭———

提高事业单位

监管服务效能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朱晓芳

记者日前走进位于临朐县寺头镇的宋香园
生态世界，只见三五成群的一拨拨游客在这里
不时拍照留念，玩得不亦乐乎。宋香园生态世界
是一处集休闲、观光、旅游、度假、亲子教育、农
产品深加工等于一体的农业创新试点项目，目
前已入选“山东省百强台资企业”、全国优秀旅
游项目名录、农业创新试点项目、“田园综合体
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创新试点”。

宋香园生态世界项目不仅带来了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还帮助当地打造了
“五福文化村”及规划建设台湾幸福小镇项
目。越来越多的潍台农业交流合作为潍坊市的

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潍坊市台办不断引

进台湾先进的农业管理模式，着力提升农业发
展水平。先后建立了鲁台农业技术合作中心、
山东（潍坊）与台湾（花莲）农业技术交流合
作中心，在全省率先启动并连续多年实施“农
业合作组织负责人”赴台培训工程，已培训乡
村旅游、农业合作组织负责人300余人次。位于
坊子区的玉泉洼农业合作社引进台湾管理理念
和模式，从单一有机蔬菜种植发展到集种植、休
闲观光、文化创意、亲子体验等于一体的现代化
农庄，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单一到复合的华
丽转身。目前，潍台农业合作已经涵盖了种植养
殖、科技研发、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营销物流、
特色小镇等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为推动农业科研和人才深度对接，潍坊市
建立了海峡两岸（寿光）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区，
引进台湾大仁科技大学、台湾亚洲大学等，在该
市建设了海峡两岸农业科技与人才培养基地，
开设了宠物养护等专业。应用台湾技术和人才，
建立了植物工厂，在种苗培育、改良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引进了台湾红藜、甜柿、阿里山樱花等
品种，培育出多种台湾特色植物。

近年来，潍坊市台办瞄准高端特色农业，突
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对接台
湾技术，引进了一批如万象生物科技兰花新品
种培育、东盈养殖等种植养殖类，路斯宠物食
品、安佑生物科技等食品深加工类，宋香园生态
世界、台湾幸福小镇等休闲观光类农业项目，产
生了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潍坊市台办瞄准高端特色农业

加强潍台合作 服务乡村振兴

几位小朋友在与智能机器人对话。

第四届中日韩产业博览会暨第一

届中日韩贸易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14

日至16日在潍坊鲁台会展中心举办。

本届博览会按照着力打造中日韩

三国乃至全球资金、技术、项目、人

才、品牌等优质要素高效集聚平台，

中日韩工商企业界机制化交流平台，

中日韩多领域产业合作平台，高效集

聚和产业合作平台，山东乃至环渤海

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新一轮对

外开放和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相关专题报道详见第16版

■导读

第四届中日韩

产业博览会今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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