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3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刘春德 王志浩

总编室传真:(0531)85193500 Email:dbzbs@dzwww.com要闻2

□ 本 报 记 者 陶相银
本报通讯员 刘兆阳 李钟芸

“老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现在
有了。”8月25日，在荣成市俚岛镇中我岛村
的“暖心食堂”里，村民王振殿吃着热腾腾
的午饭，忍不住感慨。

“从5月10日开始运营，到现在还没花
过村集体一分钱。”“暖心食堂”负责人王玉
红说，“厨具、桌椅等大件，以及每天的食
材，都是爱心企业和村民们捐的。活儿全由
我们的志愿者来干。”

与中我岛村“暖心食堂”里的集体就餐
不同，人和镇北齐山村是为老人上门送餐。

“没想到活这么大岁数了，还能享这种福。”
90岁的村民许思荣说，“我不吃肉，孩子们
就专门给我做素菜，包素馅饺子。”

北齐山村的“暖心饭盒”同样没花集体
一分钱。“暖心饭盒”志愿服务队的20名队
员提供志愿服务，其他费用则靠村里的“爱
心农场”。

到9月底，荣成市“暖心食堂”将达335
处。在这些“暖心食堂”，60岁以上老人吃饭
每顿不超5元钱；80周岁以上老人以及特殊
困难老年人每周可享受5次以上免费用餐。

据荣成市民政局统计，全市有80岁以
上农村老人1 . 2万余名。经测算，要让符合
条件的农村老人吃上免费的午饭，一年下
来保底也得3000万元，其中最大的开支就
是人工费用。荣成市民政局民间组织服务
中心主任毕俊娜说：“我们通过‘信用+志
愿’的模式，人工全部由志愿服务解决。”

荣成市所有“暖心食堂”的日常运营全
部由文明实践志愿者来负责，已成立“巧厨

娘”志愿服务队400多支，共1 . 1万余人。志
愿者参与暖心食堂助餐、送餐等志愿服务，
与征信管理、嘉许回馈等直接挂钩，根据参
与志愿服务的次数、时间等赋予个人一定
信用加分，作为信用激励的依据。

毕俊娜说：“‘暖心食堂’只是我们志愿
者释放能量的一个舞台，荣成的拥军、敬
老、助学等各种活动都是志愿者们主动在
做。”目前，荣成市有各类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团队4000多个、志愿者15 . 5万人，其中农
村志愿者发展到10 . 2万人。

“信用+志愿”已成为荣成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的探索路径。早在2012年，荣成市就
在省内率先启动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
全市80多万居民纳入信用管理。2018年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试点以来，荣成市积极
探索“信用+志愿”新时代文明实践路径，

出台农村居民信用积分评价办法，逐户逐
人建立“信用档案”，将群众参与清洁家园、
慈善救助、扶老助残等26项文明实践活动
纳入个人信用管理，根据志愿服务的次数、
时长等，可获得不同的个人信用加分。同
时，市镇村三级每年设立文明实践信用基
金，随时将信用积分兑现为激励物品，达到
一定信用分值还可享受供暖、公交乘车、生
活用水费用减免等180多项守信激励产品，
仅去年一年荣成农村信用基金发放1800万
元，涉及30多万人次。

“信用+志愿”打开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推动社会治理的新局面，在荣成市，群众对
政府各项工作的总体满意度达96%以上，
城乡居民评价结果、县域科学发展评价结
果双双位居全省第一；“老赖”现象明显减
少，法院案件执结率同比上升15%。

□ 本报记者 孙源泽 肖芳

8月28日以来，“新消费·爱生活—山东消
费年”持续引爆泉城消费，而活动也成为了商家
们推出新产品的秀场。

德州永盛斋扒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有着悠
久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公司负责人李朋介
绍，这次展会他们带来的九达天衢脱骨德州扒
鸡，在28日“山东消费年”活动开幕当天刚召开
完新品发布会。“我们产品这两天卖得非常好，
截至28日晚11点，在网络上的订单量就超过了
6000单，是我们最热门店一周的销售量。”李朋
说。

海信为本次展会带来了自主研发的新产
品——— ULED超画质电视，产品可以准确调节每
帧所需光线，实现超高清画质的效果。记者在现
场看到，许多游客被产品画质所吸引，将海信展
厅围得里外三层。

“本次活动对海信视像创新产品来说是一次
难得的集中推介。”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关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仅8月28日直播
当天，海信在网络上的全品类销售额就突破1亿
元。”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参与，将“山东
消费年”活动推向高潮，而泉城广场上的一幕也
只是山东近期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所做工作的一
部分。

8月28日，在第四届“中华老字号（山东）
博览会”上，来自25个省市的612家企业，上演
着老字号玩转新国潮的“好戏”。展会设置了各
省团展区、品牌荟萃区、美食展区、非遗技艺展
区等八大展区，吸引了5000余家采购商到会参
观、洽谈。与此同时，第四届谷里国际时尚买手节、原创设计师奥莱
中心艺术市集、“国潮当道”服饰文化艺术展、第三届涂鸦文化艺术
节等系列新潮时尚活动，也在青岛多地开场，助力时尚消费。

突出消费拉动，激活内需潜力。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我省将继续聚焦住宿餐饮、批发零售、旅游娱乐等受疫情冲击严
重、复苏缓慢的消费领域，把分散在各部门、各领域的政策统筹整合
起来，策划实施一批促消费扩内需的专项活动，进一步把潜在消费释
放出来。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8月30日讯 8月28日至30日，2020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

坛第十六届夏季高峰会在青岛举行。中国知名企业家、经济学家等相
聚一堂，聚焦疫情之下、大考当前的责任与担当，深入探讨中国企业
乃至中国经济如何谋长远、育新机、开新局。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交流平台，本届峰会以“大考下的中
国企业”为主题，企业家们聚焦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大健康等重点
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签署了多份务实的合作协议，取得了丰
硕成果。

据悉，青岛将坚持“顶格倾听、顶格协调、顶格推进”，全力做好峰会
成果的落实落地，努力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创造舒适、便利的工作生
活条件，为企业家在青岛投资发展、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通过“信用+志愿”模式，荣成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路径

“暖心食堂”品出文明滋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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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常青

守着“金山”长叹，捧着“金碗”
没饭，娶个媳妇都难，这是过去上磨石
岭村的真实写照。

这个位于邹城市张庄镇凤凰山东麓
山坡下的村子，古时便以出产磨刀石、
磨盘石而闻名，故得名上磨石岭。村中
有传统民居70余座，300年以上的老柿
树30余株，背靠鲁西南第一高峰凤凰
山，旅游资源丰富。然而，因村中交通
不便、环境恶劣而鲜有人至。张庄镇副
镇长崔健至今记得他第一次来村里的情
景：“我是带着镰刀一边斩草一边往前
走。”

无路可走，带给上磨石岭村的还有
迟迟发展不起来的经济。

“俺们村其实是个好地方，柿子、
核桃、干鲜杂果，山上种啥活啥，收成
也不错，就是没路，货运不出去，人也
进不来。”在村里住了40年的李长山
说。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后，张庄镇决定把自然条件优越的上磨
石岭村作为样本村庄进行打造。要想
富，先修路。崔健说，在“兴产业、留
人才、宜居美”的九字发展“真经”
里，路是一切的基础和保障。

为了使村路更好地与当地环境融为
一体，村里弃用了传统的水泥沥青，采
用取自凤凰山的片麻岩作为石料铺路。
青灰色的石板美观古朴，从村口蜿蜒而
上连接着村里的家家户户，曲径通幽，
让人心旷神怡。

崔健告诉记者，相较于普遍的水泥
路，片麻岩石板透水性强，硬度高，村
里常过机耕车也不易损坏。此外，取材
自山里废弃的石料，成本不高还实现了
变废为宝。

2016年，一条串联8个村庄的环山
路动工修建，2年后投入使用。这条凤
槃路作为邹城市东部山区重要的交通基
础设施，将沿途县域旅游资源串珠成
线，走出了一条交通建设带动旅游发展

的新路子。
因路受益、因路发展，上磨石岭村

迎来了新生。特色牛心柿、优质核桃等
农产品远销海内外，特色民俗村的打造
拓宽了群众致富经。据介绍，上磨石岭
村现有8家民宿、5家农家乐，同时可接
待50人居住，400多人就餐。2019年全年
游客量60万人次，年收入500余万元，
村民人均年旅游增收5000余元，有效带
动了山村脱贫致富。

更令人欣喜的是，交通便捷，乡村
发展，带来了人才的回流。“80后”李
长臣在天津打了8年工，看到村子的变
化后，他决定回村创业。放弃大城市高
薪工作的底气来自村子发展的潜力。他

在村头开了农家乐，炒鸡、炖大鹅，做
的都是当地特色。如今每年收入30多万
元，与家人不再分隔两地，这些都让李
长臣感到日子过得比蜜甜。

以路筑起致富梦的故事时时刻刻都
在上演。自去年10月起，我省全面启动
村内通户道路硬化工程，确定了2020年
全省基本实现村内道路硬化“户户通”
的任务目标，切实解决农村道路“最后
一米”的问题，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
小康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
的交通支撑和保障。截至目前，我省已
累计完成5 . 8万个行政村通户道路硬化
任务，完成任务的93%，其中，临沂、
济宁、聊城3市完成100%。

如今已旧貌换新颜的上磨石岭村，
成了颇有名气的旅游打卡地。一条条石
板路连接着村里的每条街巷，盘山而居
的环山路正在迎来送往间带着山村走向
远方。

摆脱“无路可走”，上磨石岭村迎来新生

青石板路连接起的幸福

图①：上磨石岭村村内道路图。 图②：上磨石岭村航拍图。 （□记者 常青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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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端看点

数字化、智慧化正在停车位、灯杆、挂号软件上落地生根，新型智慧城市———

走下炫酷大屏 走进日常生活
□ 本报记者 陈晓婉

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城市运营指挥中
心，64平方米的大屏幕上，数字跳动，标记
闪烁。政务、环保、社区、城管、重大项
目……22个部门现场联动，字符、图表、地
图、视频，一个虚拟的城市铺陈眼前。

而这远非新型智慧城市的全部。近年
来，新型智慧城市概念进入人们视野，数字
开始回归生活。如何让数字化、智慧化的技
术褪去“炫技”的外衣为生产、生活所用，这
是当前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需要直面的发展
现实。

把智慧城市放到

城市系统及动态过程中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提
出智慧城市规划的城市超过300个，建设热
情高涨，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智慧
城市的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是运营维护慢了半拍。“近
年来随着技术企业以外的社会各界对城市
发展和治理的关注与参与，智慧城市必须
放到整个城市系统及其动态过程中。”山东
新一代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方可说。

在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化发展
部副部长唐斯斯看来，对运营机制的主动
探索是山东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优势之
一。

政府提诉求，企业做方案，正在我省广
泛实践。聊城通过引进企业与国有公司合
作成立运维公司，解决新型智慧城市重建
设轻运营的问题。“比如我们引进杭州安恒
与聊城财金公司合资成立山东金恒智慧城
市运营公司，主要负责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运营；引进北京易华录、北京旷视科技
与聊城财信投资公司合资成立山东聊云信
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云的建设。
根据企业不同的优势，负责不同的板块。”
聊城市大数据局副局长李跃田介绍。
威海则依托威海城投公司投资建设全市统
一的智慧停车综合服务平台，整合55个公
共停车场接入，联网车位达1 . 9万余个，实
现停车场管理智能化、规范化、标准化。“下
一步我们还打算将车位实时数据与公安交
管、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联通合作，提供
城市停车诱导服务。”威海市大数据中心副
主任朱崇东告诉记者。

数据要横向打通

更要“可触可感”

随着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
城市智慧化道路上更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
来：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仍
有阻塞。“随着城市的扩张，需要通过‘提
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改变思
路，让数据发挥作用。”联通政企BG数字化
转型首席专家汤子楠认为，数据共享，是建

设新型智慧城市的底层逻辑。
烟台牟平区按照“分层解耦，提炼共

性”的思路，对各项业务模型中的共性部分
进行抽取和统一分析，推动共性技术能力
和统一应用组件的提炼封装和共建共享。
目前，牟平已完成全区统一大数据管理平
台、全域数字化管理平台、统一身份认证平
台等共性技术与应用支撑平台的建设。

数据不仅要横向打通，还要让成果在
生活中可触可感。在威海，有一座“虚拟养
老院”。只需一个电话，威海市“12349”养老

服务中心就会按照老年人的要求，选派专
业机构工作人员为老人提供立体化、全方
位服务。之所以能有如此快捷、精准的服
务，是因为威海将全市60周岁以上的66 . 5
万老年人全部纳入平台管理，通过互联网
对老年人的年龄分层、地域分布、子女情
况、养老服务需求等数据统计分析。

如今，各地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
荼，炫酷的展示大屏之外，数字化、智慧化
正在一个个停车位、灯杆、挂号软件上落地
生根。

□记者 陈晓婉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近日，全省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现场培训推进会在聊城举行。会议
详细解读了山东省地方标准《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指标》，为全省各地推进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提供参照。记者从推进会上获悉，10
月底前我省将公布第二批试点城市名单。

去年9月，我省提出新型智慧城市试点
示范建设标准。建设标准采用1-5星划分不
同发展层次，根据基础设施、数字惠民等分
类，明确了设区市49条、县（市、区）52条和

社区25条建设指标。今年3月，建设标准上
升为山东省地方标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指标》，成为全国首套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的省级地方标准。

在此基础上，我省组织开展了新型智
慧城市试点示范建设。去年，我省遴选出5
个设区市、11个县（市、区）作为首批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试点城市。根据《山东省新型智
慧城市试点示范建设工作方案》，每批试点
建设周期为两年。10月底前，第二批试点
城市名单将公布。

我省第二批新型智慧城市

试点名单10月底前公布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夏季高峰会在青举行

①①

②②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朱艳 孙德栋 报道
本报滕州8月30日讯 连日来，一段“5名少年帮助登山儿童”的

视频被各大媒体、短视频平台转发，播放量超百万，30000多名网友
纷纷为他们点赞。这5名少年都是来自滕州市的学生，今天，记者对
他们进行了采访。

滕州实验高中二年级学生孙崇彰介绍，他和钟旭、付志翔、卞宇
航、唐岩4人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家都住在西岗镇。26日早晨，他们5
人一起相约爬泰山。

中午时分，攀登了三分之一处，看到一位母亲背着一个10岁左右
的男孩走走停停，很是吃力，男孩脸色也不太好。于是孙崇彰他们上
前询问，得知孩子在爬山过程中突发头晕胸闷，恶心脱力，已不能再
攀爬，母亲只好背着他往上走寻找救助站。

了解情况后，孙崇彰与同学们立刻决定帮她背孩子。这里是十八
盘最陡、最难爬的一段，普通人爬都十分费力，更何况带着一个10岁
左右的孩子。于是，孙崇彰他们用胳膊搭起了一个“小轿子”，让孩
子坐在上面一步步往上抬。就这样，1000级台阶，20分钟，他们把孩
子送到了南天门附近的红十字救助站，经过观察、休息，孩子已经没
有大碍。男孩母亲不住地感谢，询问5名少年的姓名信息，但他们什么
也没留下。

与孩子母亲同行爬山的朋友看到这感人一幕，用手机拍摄记录下
来，并发表在短视频平台，引起了众多网友关注，随后人民日报、央视新
闻等各大媒体客户端纷纷转发报道。

“我是孩子的妈妈，非常感谢这五名少年，他们轮流抬着太让我感
动了，这是我们中国的正能量。”孩子的妈妈率先在评论区留言致谢。

众多网友也纷纷留言称赞：“少年可期”“如太阳一般的孩子”
“少年强则国强”“好样的，助人为乐中华美德”……

据了解，这5名少年分别是滕州实验高中高二学生孙崇彰、钟
旭，滕州二中高二学生付志翔、卞宇航，山东鲁化技工学校的学生唐
岩。“真没想到会这么受大家关注，当时我们也没有多想，他们需要
帮助就直接上前去帮忙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孙崇彰说，平时父
母、老师也这样教育我们要帮助别人，以后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
们也会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

滕州5名学生泰山助人事迹

获数万网友点赞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28日，记者从全省节约型机关创建工作会议上

获悉，我省深入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全省县级及以上党政机
关，到2020年底要达到30%以上完成创建，到2021年底要达到50%以上
完成创建，到2022年底要达到70%以上完成创建。

会议明确，要大力推行绿色办公，从改进日常用能行为、加强节能节
约管理抓起，严格执行节能环保产品强制采购制度；自觉践行“135”低碳
出行方式，推广新能源汽车自助分时租赁模式，多渠道保障公务出行。要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重点抓好机关食堂、国内公务接待、会议、培训
等公务活动用餐管理。要积极推进垃圾分类，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做好垃
圾资源化处理等。据悉，省机关事务局将坚持优中选优，每年遴选10%的
节约型机关先进单位予以表彰，激励带动创建工作深入开展。

我省深入推进

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
年内30%以上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完成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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