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钟鹏飞 刘福春

“大爷、大娘，今天的午饭是猪肉炖山
药和西红柿鸡蛋汤。这两天非常冷，特意给
你们加了一个菜汤，快趁热吃吧。”看到赵
秀芸用打包盒送来的午餐，赵书先赶紧招呼
她进屋：“哎呀，这大冷天的还麻烦你跑一
趟，快来屋里暖和暖和。”

1月6日中午，临近饭点，广饶县李鹊镇
赵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赵秀芸在村里
的“一元餐厅”帮忙做好午饭后，把菜和馒
头打好包，趁热送到了73岁的赵书先老人家
中。赵书先和老伴儿腿脚不好，尤其是天气
冷了后，怕老人们出门有风险，赵秀芸专门
把饭菜送到了老人家中。

在赵书先老两口吃饭的同时，赵秀芸也
没闲着，先是看了看老人的被褥是否够厚，
炉子烧得旺不旺，又匆匆忙忙从室外收进来
两大铲子煤，并叮嘱老人晚上睡觉的时候窗
子要稍微留个缝，防止一氧化碳中毒。“今
天的饭菜很热乎。感谢政府对老年人这么照
顾。”赵书先很是感动。

当天，广饶县室外温度跌至零下15度，
针对近期两次大幅度降温，考虑到村内还有
七八位身体状况欠佳的老年人到“一元餐
厅”吃饭不方便，村党支部书记赵宝军早早
就作了安排：“一个是让网格员挨家挨户通
知行动不便的老人不要外出；另一个是通过
村里微信群发通知征集志愿者，让大伙儿到
‘一元餐厅’帮着做饭、送饭。”倡议发出
后，村民的积极性都很高，每天中午有十几

名志愿者来帮忙。
给所有老人送完饭，已经接近下午一

点钟，赵秀芸才跟其他几位志愿者就着剩
饭剩菜对付一口午饭。“咱们这次也跟着
老人们沾沾光，吃一顿免费的午餐。”赵
秀芸的话其实并不是玩笑话，寒流来袭这
段时间，虽然市面上蔬菜价格不同幅度上
涨，采购也不方便，但是赵庄村“一元餐
厅”所吃的各类蔬菜却没花一分钱。

赵庄村是当地典型的蔬菜种植村，降温
前夕，村里的几位种植户就合计着为村里
“一元餐厅”送点菜，别让老人吃菜成难
题。西红柿、茄子、黄瓜，只要大棚里有
的，大家就一筐一筐地往“一元餐厅”送，
当天中午吃的西红柿就是村民赵旺祥送来
的。

其实，赵旺祥一家日子也并不宽裕，儿
子和儿媳都是残疾人，还有两个年幼的孙子
需要抚养。在政府的帮助下，老赵建起了蔬
菜大棚，顺利实现了脱贫。“这些年来，政
府没少给俺家帮助。儿子一家四口享受着扶
贫政策，日子也看到奔头了，俺也得给村里
做点事。”赵旺祥说。

广饶县自2020年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推行
党支部领办“一元餐厅”，通过村集体出
资、上级补贴、财政支持的方式，老年人只
需象征性交上一元钱，就能吃上可口的午
餐，截至目前，该县已建成投用103家“一元
餐厅”。特别是针对雨雪、降温等特殊天
气，各村还积极协调爱心人士捐资捐物、组
织志愿者上门服务，把温暖送到老百姓心坎
里。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刘智峰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东营区牛庄镇张庄村63岁

的贫困户宋金友，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多
年，家中一贫如洗。往年，他必须到城区慢
性病定点医院诊治，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报
销，这对病发时行动不便的老宋来说十分不
便。如今“东营区门诊慢性病医保延伸服务
标准化试点”项目的推行，有效解决了他的
难题。目前，在东营区约70%像老宋这样的患
者实现了在“家门口”的一级医疗机构就
诊。

为更好地解决贫困群体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问题，东营市探索建立了全链条服
务延伸、差别化补助、多方位护理的工作
体系，有效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的痛点问题，提升了群众就医的满意
度和获得感。

张树元是东营区杜疃社区杜疃东村建
档立卡人员，十年前查出尿毒症后，让本不
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每周3次透析治疗，一
个月下来就得13次，光医疗费用就得五六千
块钱。随着医保扶贫政策的落地实施，现在
每月报销后张树元只需承担不到500元，极大
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

2020年，东营市为22616名贫困人口参加
居民医疗保险692 . 96万元，实现了贫困人口参
保缴费100%全覆盖，4416名贫困人口享受大病
保险报销266 . 97万元，8778名贫困人员享受医
疗救助和再救助524 . 28万元。同时定期向贫困
人口家庭推送“医保账单”，制定了基本报
销、大病保险、机构减免、医疗救助、特惠

保险五重保障待遇“一单制”，在宣传医保
扶贫政策的基础上，为他们真正算清医保
账。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一度是重度
失能人员贫困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是医保扶
贫中面临的大问题。东营市试点建立了城乡
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因年老、疾病、
伤残等导致长期失能的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
料服务支持。

家住垦利区黄河口镇的刘建元是保险制
度的受益者。老人有个从小患有先天性重度
智力残疾的女儿，日常生活花销及孩子的护
理费用让早已负债累累的家庭不堪重负。七
年前，儿子又发生车祸，经过7次开颅手术仍
意识不清、大小便无知觉。面对巨大的经济
压力和照护负担，老两口愁得吃不下睡不

好。
东营市建立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让这个

贫困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之光。通过申请，
老两口成为一双儿女的签约照护人，医保人
员定期组织护理专家对刘大爷等照护人员进
行专业培训指导，每个月给两个孩子发放护
理服务待遇1600多元，减轻了这个贫困家庭
的经济和精神双重负担。“对我们这种家庭
来说，简直就是救命钱啊。”老两口感激地
说。

如今，东营市构建起“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三重兜底保障体系，做到了参
保缴费有资助、待遇支付有倾斜、基本保障
有边界、管理服务更高效、就医结算更便
捷，一项项医保政策为贫困群众兜住了健康
底，让他们吃下了定心丸。

□ 本报记者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唐静静 李远遥

“如何让孩子玩手机不再上瘾？”日
前，宇菡妈妈在东营市东营区“良好家庭环
境指标”问卷中写下了这一题。宇菡是东营
区一中6年级学生，看到宇菡经常玩手机，宇
菡妈妈苦恼不已。东营区文汇街道中山社区
家长学校的讲师杨进德，第一时间联系了宇
菡妈妈进行“一对一”专题辅导，指导其运
用ABC法则，和孩子形成约定。“根据杨老
师的方法，我和孩子坚持了一段时间，现在
孩子对手机没那么依赖了。”宇菡妈妈欣慰
地说。

2020年，东营区量身设计了“良好家庭
环境指标” 7 . 1万份问卷，制订了包括生
活、情感、习惯等在内的9项指标，引导家
庭成员对照指标开展自评，家长学校根据反
馈问题按需“下单”开展个性化辅导指导，
累计解决问题5 . 8万个，帮助家长“持证上
岗”。

据了解，东营区在83个城乡社区、135所
学校（幼儿园）中建立了家长学校，畅通家
校社全维度对话交流渠道，打造了一支由120
名家教专家、1600名志愿讲师和300名骨干教
师组成的家庭教育协同队伍，“把脉”家长
需求、“问诊”家庭难题，为广大家庭开出
家庭教育专业支持的“复方药”，开课4800
余期，受益群众超过了19万人次。

为打通家庭、学校与社会的“经络”，
搭建起协同育人的新模式，去年以来，东营
区创新“家长学校”实施路径，以“闪亮的
讲台”品牌为统领，探索机制、阵地、队
伍、载体“四融”工作法，从帮助树立正确
的教子观念，到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
再到提高自身素质和家庭教育能力，构筑起
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人“新生态”。

每周二的晚上是东营区“明德家语”国
学讲堂开课的日子。在文汇街道中山社区三
楼的“明德家语”家庭教育基地，学员李树

红都会提前半小时等候，这已经成为她的
“惯例”。作为跟随“明德家语”国学讲堂
时间最久的一位受益者，今年55岁的李树红

从2017年5月“明德家语”开班以来便一直参
与其中。“在这里我不仅学到了一些经营家
庭的智慧，也让我从一个爱抱怨的人变得热

爱生活、乐于助人。”如今李树红已经是一
个三星志愿者，常常用学到的知识帮助周围
的人。

□ 本报记者 李广寅 贾瑞君
本报通讯员 李永杰 乔冰清

放在十年前，肖志军怎么也不会想到，
会把自己公司的总部从北京搬到东营。而今
已在东营扎根两年的奥必通公司，实现了立
足东营、服务全球的目标。

2006年4月，肖志军在美国成立KAYO公
司（奥必通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前
身），虽然起步之初只有十余名员工，但依
托行业内世界级专家组成的管理和研发团
队，公司实现了快速成长。2010年，山东奥
必通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OPT）在北京
成立，同时在香港、美国、阿联酋和印度尼
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逐步成立了子公司。

“公司的愿景是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油
田服务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公司的研发能

力和国际化市场扩张的确获得了长足发展，
但技术成果的中试和推广还需要在油气生产
地实现，基于此，我们考虑将总部直接搬到
‘生产一线’去。”肖志军说，在国内辗转
考察多个油气生产地、并作了可行性对比研
究后，他们最终决定将公司总部设立在东营
经济技术开发区悦来湖科教产业园的光谷未
来城。

为吸引奥必通进驻，东营经济技术开发
区不仅给企业提供公司注册、手续办理等方
面的便利，还在企业办公场所租赁费减免、
科技创新补贴等方面给予诸多政策倾斜，这
让肖志军深受感动。“这几年我们享受到的
房屋租赁、科技创新等补贴粗略估计也有八
九百万了，真正感受到了政府的诚意。”肖
志军说。落户东营的第二年，奥必通公司营
业收入达到了1 . 3亿元。2020年12月，奥必通

顺利吸引了具有沙特国家公共投资基金背景
的中东知名油田服务公司的关注，并在当地
商务、工商、外事等多个部门的帮助下，实
现了双方的合作，为公司布局全球进一步奠
定了资金和品牌基础。

作为悦来湖科教产业园产业功能的一部
分，光谷未来城承接类似奥必通一样的企业还
有很多。以国家稀土催化研究院为代表的新材
料研发平台、以国家石油行业大数据分析应用
平台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平台和科技创
新服务与展示中心（“两平台一中心”）也纷纷
落户于此。优惠政策扶持，科研平台聚集，目前
这个国家级众创空间已累计签约、落户、注
册各类企业和机构100余家。

“开发区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新组建成
立悦来湖科教产业园，目的就是要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成东营市创新型城

市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悦来湖科教产业
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立胜介绍，园区积极打
造过硬的基础设施以及健全的产业体系环
境，在推进“放管服”改革、继续“给优
惠”的同时，聚焦企业生产经营中“哪里有
障碍”“怎么找机会”等堵点难点，及时解
决企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难题，以最
快速度、最优服务切实保障项目尽快建成投
产，让园区成为开发区“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的战略门户。

“我们目前可为企业提供从基础物业到
人才公寓、OVU创客星联合办公服务等商务
服务及产业运营服务，涵盖企业从员工生活
到企业发展全方位的需求。下一步，我们将
以‘科教园区+服务平台+研发机构+高端服
务’的模式，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谈及
发展，孙立胜信心满满。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孙玉挺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经东营海关查验，东营神州

澳亚现代牧场有限公司进口的一批483枚优秀种质奶
牛胚胎顺利通关放行。为做好查验工作，东营海关工作
人员身着防护服，现场认真检查奶牛胚胎包装、保存情
况，核对数量，确保严格落实生物安全防护要求。

东营海关副关长周升扬介绍：“为了这批奶牛胚
胎顺利安全通关，我关实施入境报备、预约查验，快
速通关放行，确保第一时间存入指定场所。下一步我
们将定期跟踪培育使用情况，核查移植、受孕和后裔
备案记录，加强后续监督。”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唐媛媛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位于垦利经济开发区的山东亿顺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的危化品物流信息综合服务
平台——— 亿运通，目前已经在全国设有22家分支机
构，拥有会员车辆8万余台，是东营市所有大学生创
业园中第一家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

在垦利经济开发区，诸如亿顺信息公司的好项目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火如荼的项目建设场景随处可
见。垦利区委常委、垦利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刘军表示，通过不断改革创新，补齐金融服务创
新型民营中小企业的短板、补齐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的短板、补齐开发区金融要素市场的短板，持续坚持在
产业转型升级上下功夫，在改革创新上求突破，在项
目攻坚上出实招，用实干挺起发展的“硬脊梁”。

东营市建立三重兜底保障体系

医疗精准扶贫筑牢群众“健康防线”

零下15度的寒冬里，广饶103家暖心餐厅———

热了老人身 暖了老人心

这家公司为何把总部从北京搬到了东营？

优惠政策扶持 科研平台聚集

家长学校助力育人“新生态”

□李广寅 丁少伟 张童童 报道
近日，东营市东营区胜园街道东升幼儿园开展了“拒绝餐桌上的浪费从我做起”活动，通过主题教育课、签名墙等多种种形式让孩子们养成

“勤俭节约”好习惯。

483枚种质奶牛胚胎

顺利进口

项目建设

挺起转型发展“硬脊梁”

□记者 李明 实习生 印悦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月10日零点，东营公安110互联网

报警服务和“营·办好”微警务平台正式上线，以此
拓展“互联网+民生警务”服务范围，为东营市民提
供更优质、更高效的民生保障。

据了解，东营公安110互联网报警小程序是一款
在全市范围内使用的微信报警应用程序。“营·办
好”微警务平台是公安机关开发的一款全新的微信应
用“民生警务平台”，能够有效满足群众多元化、移
动化政务需求。只需关注“东营公安”微信公众号，
通过用户中心完成实名认证即可放心使用。

110互联网报警服务和

“营·办好”微警务平台上线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宋佳 报道
本报广饶讯 近日，经中国贸促会批复，在广饶

县贸促会设立原产地证签证点，填补了多年来广饶县
原产地证无主管部门的空白。

目前，广饶县有进出口企业197家，2020年1至11
月份，出口实现180余亿元，出口量居东营市各县区
第一位，出口约占全市的55%。原产地证签证点的设
立将缩短外贸企业办理原产地证的时间，降低企业运
行成本。据测算，广饶县原产地证签证点的设立，每
年可新增原产地证1000余份，减少出口税额100万
元，增加出口额1200万元。

广饶县获批

原产地证签证点

□记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月11日，山东高速东营发展有限

公司与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约，标志着山东高速东
营发展有限公司正式落户开发区。

据了解，山东高速东营发展有限公司全面接管原
山东高速东营分公司的职责和业务，主营业务为公
路、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的运营管理服务，高速公
路建设，依托市内资源开展特色产业开发三大方向。
作为山东高速集团在东营地区的平台公司，办公场所
除日常办公外，需具备企业文化展厅、智慧交通展
示、应急调度指挥、后勤服务等功能，同时，运行调
度管理中心、收费稽查中心等直属机构拟一并迁入、
合署办公，并预留部分产业公司办公区，打造集公司
机关、路网运行监控、应急指挥调度、特色产业集聚
为一体的公司总部。

山东高速东营发展有限公司

进驻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田鹏飞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月10日晚六点半，东营市垦利区

胜坨镇姜家村乡村剧场里，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接连上
映。村里的文艺骨干跳起了欢快的秧歌，乡村剧团新
排演的小品也引得台下观众阵阵叫好。

2020年，针对村里缺乏文化阵地问题，垦利区委
宣传部下派第一书记樊京龙进驻姜家村后，积极协调
资金8万元为村里建设了乡村剧场，让村民们在家门
口有了展示才艺、分享才艺的舞台。此外，第一书记
还积极推进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监督指导村两委严
格落实“三务公开”“四议两公开”等村级民主管理
制度，规范村级工作运行，并指导村里按月组织主题
党日，目前全村发展积极分子3人。

乡村剧场乐农家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贺茂龙 报道
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拥有浅海滩涂面积71万亩，

是东营市面积最大的沿海渔业乡镇。目前，全镇开发
海参养殖约7万亩、对虾养殖28万亩，建有工厂化对
虾养殖育苗车间30万立方米水体，年产海参3500吨、
对虾84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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