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来孚日工作4年多，月工资从3500元涨
到七八千！”5月23日，面对记者，李腾刻意
压抑的表情，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家里
的地位，现在和媳妇儿也倒了个个儿。”看似玩
笑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他从失业工人到岗位“创
新先锋”的变迁。

34岁的李腾，是高密孚日集团家纺二公司
染整车间的设备主管，大家公认的“技术达人”。
现在年收入突破10万元，是媳妇的两倍多。

李腾中专毕业，干过各种小买卖，收入一
直不高。2012年他到当地一家废旧材料加工企
业工作。2014年厂子效益不好，李腾失业了。

李腾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每月
除了政府发的800元失业保险金，再无其他收
入。他和媳妇本符合生二胎的条件，家里老人
也一直催，却因为经济压力，就是不敢要。

政府对失业人员的一系列帮扶，改变了李
腾的命运。2014年下半年，他参加了高密市人
社局组织的免费钳工技能培训，并凭借一技之
长，第二年就应聘到孚日集团。

品尝过失业之苦的李腾，格外珍惜这次机
会。在高密市人社局、孚日集团和山东科技职
业学院共同举办的“金蓝领”培训班上，他刻苦
用功，一举取得了高级技师资格。这一资格，目
前孚日集团1 . 6万名职工中，只有150人获得。

李腾的业务技能迅速提高。他改进后的脱
水机缸盖、电柜降温风扇等设备，操作简单、
效益可观，受到工友好评。很快，李腾便由一
名普通设备维修工人成长为设备主管。

去年以来，外贸出口形势陡然严峻。作为
一家海外占80%市场份额的出口企业，孚日集
团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下，坚持员工利益优先，
积极采取多项措施，稳住就业。其中一项，就是
充分利用去年山东实施的一系列为企业松绑减
负的积极就业政策，让职工的“饭碗”端得更牢。

数据显示，2018年我省发放稳岗补贴
7 . 79亿元，稳定就业岗位359 . 9万个；鼓励企
业提升职工技能水平，发放补贴6425万元。今
年，我省又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稳定岗位扶持力
度，补贴标准明显提高。

孚日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綦宗忠告
诉记者，去年孚日集团获得政府社保返还稳岗
补贴136万元，企业无一人失业。再加上今年5
月1日起，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18%
下调至16%，一个月可少缴87万元。如此一加
一减，孚日集团获得了几百万元的资金。

多出来的这笔资金怎么用？孚日集团给出
的答案是用于职工，加强业务技能培训。

优越稳定的工作环境，让李腾的研发呈爆
炸式增长：去年他带领团队先后完成18项技术
创新项目。松式烘干机自动清扫系统，是李腾
的得意之作。

以前，车间内的烘干机每隔2小时清理一
次，每次要停机20多分钟。自动清扫系统实现
了机器不停机自动清扫，每年可为企业节约费
用200多万元。

2018年以来，孚日集团的职工创新达到高
潮。包括李腾在内的两人获得“创新先锋”称号，
创效200万元以上的技术创新就有十几项。

李腾在去年迎来“四喜”：一是获评“创
新先锋”，这是集团创新最高荣誉；二是晋升
为集团“技师”，工资级别相当于车间主任；
三是得到公司10万股的股权激励，年底分红2
万多元；第四“喜”李腾最为开心，“经济压
力小了，去年生了二胎”！

说起未来，李腾眼睛闪光。他听说国家将
拿出1000亿元，利用三年时间用于5000万人次
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今年有
1500万人次以上可以享受到这项政策。“我要
争取参加，继续提高技能，在创新上再上一个
新台阶！”

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80后失业工人成长为“创新先锋”，

一年完成18项技术创新项目，从月薪

三千到年收入破十万

政府帮扶让职工

“饭碗”端得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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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 高密孚日集团

黄河滩区村庄异地搬迁，孩子

上学方便更安全

推开一道栅栏门

就到学校了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出了单元门，往南100米，就是学校。
这放在之前，想都不敢想。”5月24日一大
早，郭心才戴上草帽走出家门，目送9岁的外

孙女刘涵走进校门，转身向西百米，就来到了
打扫卫生、种植草皮的工作场地。

在菏泽市鄄城县左营乡安置社区内，容纳
500多名学生的社区小学，与居民区仅隔一道
栅栏。推开栅栏门，孩子就到了学校。

刘涵是郭心才三女儿的孩子。多年前，刘
涵父母外出打工，把她交给了姥姥姥爷照看。
“自从搬到新社区，再也不用像在黄河滩区的
老村那样，每天早晨走一公里送孩子上学。现
在送下孩子就直接去做工挣钱，一天能挣百十
元哩。”69岁的郭心才一高兴，脸上的皱纹像
开了花。

黄河滩区是我省扶贫的重点区域。省委、
省政府根据鄄城滩区的特点作出部署，将左营
乡的滩区村异地搬迁。去年9月，容纳2771户
的左营乡安置社区建成，包括郭心才所在的郭
集村，8个滩区村搬迁新址。政府给村民盖了
楼房，还在社区建起学校、卫生院、文化室等
配套设施。

社区建有发制品加工厂。干完绿化活的郭
心才，扇着草帽，来到加工厂“压头发”。加
工厂离社区小学三四百米，在这里能听见孩子
们的读书声。他禁不住对记者感叹：“现在的
孩子真有福！”

郭心才有三个女儿，都只上到三年级就辍
学了。“在老村上学太难了！一发大水就停
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成绩上不去，慢
慢失去了上学的兴趣，不发大水时也不想去
了。”二女儿郭凤冬对记者说完，一声叹息。

郭集老村离黄河不到50米，只有一道黄河
大坝相隔。每次黄河发大水，小学都要被淹。
吕建军在郭集小学教书38年，在他记忆中学校
被淹过四五次：2003年，有学生在学校病了，
家长背孩子外出看病，水到胸口，寸步难行；
有一年，水淹学校，无法上课，师生们就化整
为零，到各村未被淹的房子教学；还有一年，
各村房子被淹了，学生们就在救灾帐篷里上
课，雨天潮湿晴天闷，刮风下雨呼呼响，根本
没法集中精力听课。更有时候，路上难行，有
些外出打工的父母不放心，打电话要孩子留在
家里先别去上学。

“不仅发大水时难上课，洪水退去也艰
难。”吕建军回忆往昔，五味杂陈。被水淹过
的教室不结实，每次上课，老师们都得先抬头
看屋顶，生怕有瓦片掉下来砸到学生；有些木
质窗户没来得及修理，调皮孩子就从洞口跳进
教室；教学质量也参差不齐，黄河滩区条件
苦，有些公办老师不愿来，就只能“就地取
材”找中学毕业生代课。

“这样的学习条件怎么和别的地区比？过
去我们这里的学生，后来考上大学的屈指可
数。倒是有不少像郭心才的三个闺女一样，早
早辍学了。”吕建军说。

自去年10月8日起，这一切都改变了！包
括郭心才在内8个村的滩区乡亲，在9月底搬到
新社区后，社区小学也随即启用。

那天，郭心才早早赶来瞧瞧新学校。红色
的钢筋混凝土教学楼，宽敞明亮。他用手拍拍
教室的墙，厚实坚硬。

这是一所按照省级标准建设的完全小学。
多媒体班班通，无线网络全覆盖。除了室外的
塑胶跑道、足球场，学校还建设了一座不怕刮
风下雨的室内“风雨操场”。

“这里的青年教师真多，听说一大半是大

学毕业的。最让人放心的是，学校和社区一
样，离黄河有五公里，洪水再也淹不到这里
了！”郭心才高兴地说。

傍晚，斜阳照在学校和居民区之间的栅栏
上，留下音符般的影子。外孙女放学了，郭心
才从工位上站起身，远远看见，刘涵和同学向
值班老师敬完队礼，走出校园。很快，孩子的
嬉笑声回荡在社区的秋千上。他又坐下，安然
加工起手中的发制品。

蹲点 鄄城滩区村新址

□ 本报记者 赵君 李明

早饭后，逗一逗婆婆怀中的女儿，然后和
丈夫一起乘班车到七公里外的东营市亚通石化
有限公司上班，这是李士婷如今的生活常态。
而六年前，他们还一心想住在东营市区，宁愿
每周驱车100多公里往返，也不愿在公司所在
的东营港开发区买房定居。

“考虑最多的当然是环境。”作为亚通安
全环保部的职工，李士婷对周边的环境变化感
受尤深。亚通是一家大型石化企业，2011年在
东营港开发区建成投产。“当时，环保标准比
较低，公司的环保意识也相对较弱。”李士婷
说，空气中经常散发着难闻的味道。每逢雨
季，油污水更是遍地横流。当时东营港开发区
有五六十家化工企业，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问
题。

“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对身体会没有
伤害吗？尤其是孩子，更让人担心。”那时的
李士婷不打算在开发区买房定居，身边不少人
和她持同样想法。

2012年，为了方便员工生活，亚通开工建
设亚通新城小区，一期建设6栋住宅楼、200套
住房。“这属于福利房，符合条件的职工缴纳
5万元即可申请长期居住，退休后产权归个
人。”亚通置业公司总经理牟成华说，然而从
开工到交付使用一年半时间里，仅有70户职工
申请。“十天八天卖不出一套，真是一房难
售!”剩余的130套，改造成了单身宿舍；就是
单身宿舍，也住不满。

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环保力度不断加大。2018年省
里出台《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规划》，在东
营重点布局炼化一体化区。东营市以东营港经
济开发区为核心，打造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
核心区。

打造高端石化，开发区首先把住项目关，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项目，就
是投资再大、利润再高，也一律不批。李士婷
听说，这几年开发区拒绝了60多个不符合环保
要求的项目。

对现有企业，开发区则要求加大治污投

入。李士婷注意到，这几年，亚通逐步实施了
烟气脱硫除尘、污水处理密封除臭等近十个治
污项目，大气污染防治水平远远高于国家标
准。公司上马了污水处理综合治理、中水回
用、雨水回收等项目。近几年，亚通仅环保投
入一项就接近5亿元，东营港开发区环保基础
设施投入已超过30亿元。

“开发区对企业环保治理有严格监控，我
就处理过他们的监控来函。”李士婷说。

据了解，为提升环境监管效能，开发区投
资1800万元，建起环境监控应急指挥中心，可
以在线监控、快速溯源，并确定疏散路线。
“这些摄像头、感应器，使我们这一化工重地
多了十几个‘眼睛’和‘鼻子’，一点污染也
瞒不了。”李士婷说。

种种举措，推动东营港开发区的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天更蓝了，空气更清新了。效果很
快体现出来。2018年10月，亚通公司开发的新
城小区二期工程通过验收。职工踊跃购买，8
栋楼近300套，几天内销售一空。员工都在感
叹“一房难求”。

这里有一个注脚。二期不是福利房，以商
品房价格出售，并吸收一期卖不动的教训，对
公司外人员放开购买——— 最后，公司外仅有一
户抢购成功。还有一个小注脚是，前几年因担
忧居住环境、基础配套不完善等，亚通公司有
20多名员工离职。现在他们已全部返厂就业，
并在开发区买房定居。

今年3月，三期工程148套住房开建，预计
7月份开始预售。然而还不到预售时间，已有
100多名职工表示一定要买。“这点房源肯定
不够。”牟成华说。

李士婷和丈夫去年在亚通新城小区二期楼
盘买了一套房子，并在这里迎来了自己的宝
宝。“将来还要生二胎。”李士婷说，“紧靠
大海，蓝天白云，小河淌水，空气新鲜，谁不
愿长住呢？”

黄三角天更蓝水更清，过去不愿

来居住的人们争相在这里落户

从一房难售

到一房难求

蹲点 东营港开发区

蹲点 曲阜

□ 本报记者 齐静

两手半抱住左小腿，用力向上按推，再抬
高小腿屈伸……5月25日，在曲阜市脑梗后遗
症患者付清娣家中，曲阜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
师徐大伟如同往常一样给她作康复治疗。

“她是个没福的人。”看着付清娣，老伴
儿王同年情绪低落。

2017年5月，退休后在日照帮助女儿照看
外孙的老两口儿回到曲阜。外孙即将升入初
中，他们完成了对第三代人的“使命”，回家
安享晚年。没想到的是，回家不到一周，付清
娣突发脑梗。“当时正在吃午饭，老付脸上突
然没表情了，话也说不出，身子也动不
了……”王同年说。

在山东省中医院、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住

院70多天后，付清娣还是留下肢体麻木等后遗
症，需要整天躺在床上。

付清娣那年才63岁，面对突来的厄运，原
本开朗乐观的她变得抑郁消沉。“当时见人就
流泪，后来整天闭着眼，说不出话，但还是流
泪。”慢慢地，她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了，处于
半失明状态。

老伴儿出院不到两个月，王同年老家拆
迁，91岁的老母亲搬来同住。既要照顾卧床的
老伴，又要照顾高龄的母亲，王同年的精神、
体力劳累到了极点。军人出身的他曾受过伤，
是三级残疾人，患了高血压、高血脂等五六种
慢性病，心脏内放了5个支架。脑梗患者出院
后需要多活动，最好能到户外活动。但王同年
没力气背老伴儿下楼，孩子又不在身边，只能
让她躺在床上，由他揉揉胳膊、捏捏腿。他的
手法不专业，效果并不好。那段时间，王同年
经常独自望着窗外，幻想老伴能突然好起来。

曲阜市推出的居家医康养服务，给这个家
庭带来了转机。

“我听说这项服务后，马上办了手续。”
王同年说。据曲阜市卫健局主任孔卫东介绍，
2014年曲阜市开始探索居家医康养服务，由医
护人员上门为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各种医疗
服务。

很快，徐大伟开始上门为付清娣作理疗，
每天一个多小时，医生每周巡诊两三次。医
院还给付清娣家里配备一键呼叫设备、视频
摄像头，可以远程诊疗。“徐医生又是按
摩，又是针灸，都是专业的。老付现在搀扶
着能在室内活动，甚至能到楼下走走。”更
让王同年高兴的是，老伴儿慢慢从阴郁的情
绪中走了出来，话多了，也有笑声了。“徐
医生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每次来都陪我聊
天，让我很开心。”她说。

居家养护不仅缓解了王同年的精神压力，
也减轻了经济负担。王同年算了笔账：如果到
医院治疗，每月至少要花费5000元。现在居家
养护，老伴每月仅产生医疗费3000元，经过医
保报销后，自己仅承担300多元。病人承担费
用低，源于曲阜在医养结合改革上的一个大胆
探索：原本只有住院才能进行的医保报销，在
曲阜居家医养也能报销。

现在，曲阜居家医养结合经验已在全省推
广。作为全国老年人口最多的省份，我省居家
养老改革走在全国前列。2018年以来，山东率
先出台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收费的支持政
策，并以省为单位将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经费提高到130元，明确了签约服务项目5大类
49项；提前2年以市为单位实现长期护理保险
全覆盖，累计报销4 . 7亿元。

现在，王同年一家都走出了阴霾。付清娣的
状态不断好转，不仅能够活动，也能看电视了。

王同年喜欢钓鱼。现在他有时间去河边钓
鱼，也有更多时间照顾母亲。“我一直想着什
么时候，带着老伴儿一起去买东西、逛公园，
一起陪陪老母亲。”王同年说。“这样的日子
就要来了。‘没福之人’遇到福了。”

患者享受便捷医疗服务的同时，

经济负担也在减轻

“没福之人”遇福记

■编者按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山东各级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以人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群

众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问题，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保障、更可持续。

群众利益大于天，民生故事最暖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大众日报创刊80周年重要批示精神，本报组织记者开展了大型“走基层强四力”蹲点调研活

动，从黄河滩到黄三角，从胶东半岛到鲁西南，与基层群众面对面，记录他们工作生活的新变化，体味他们的喜悦和感感动，反映我省民生建设的新进展新成就，喜迎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责任编辑：郭茂英 蒋兴坤 刘兵

图①：孚日集团职工李腾曾是一名失业工人，在政府帮扶下，成长为集团的“创新先锋”。
图②：记者张春晓（左）、张依盟（中）采访鄄城县黄河滩区村民郭心才，了解异地搬迁后的新生活。
图③：按照环保管理要求，东营市亚通石化公司员工李士婷正在整理企业危险废物档案。
图④：记者齐静（右）在曲阜一位老人家中采访，居家医康养服务让市民就医更便捷。

③③

更多报道
见新锐大众

②②

④④

①①

2018 . 6

《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发

展规划（2018－2022年）》印

发实施，这是山东历史上第一

个大健康产业规划。

2018年底

全省剩余的17 . 2万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8654个省扶贫工

作重点村全部退出。脱贫攻坚

以来累计减少贫困人口251 . 6

万人，基本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2018 . 12

我省印发实施《关于进一

步稳定和扩大就业的若干意

见》，出台20条务实管用的政

策措施。
2018 . 12

我省印发实施《关于抓好

20项重点民生实事落实的工作

方案》，部署了20大项55小项

民生重点任务。

2019 . 2

我省推出医保便民12件民

生实事，进一步降低并统一大

病保险起付线；贫困人口大病

保险最高报销比例达到80%，

取消封顶线。

我省实现省内就医购药

“一卡通行”，首批实现医保

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刷卡的联网

医院920家、联网药店497家。

整理：张春晓 赵君

齐静 张依盟

山东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省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

2019 . 3

2019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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