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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吉东升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月 1 5日，记者从泰安市

“‘十三五’成就巡礼”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泰
安市全面完成“十三五”交通运输主要目标和重
点任务，实现圆满收官。到2020年底，全市公路
通车里程达到16702公里，比“十二五”末增加
1524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公路密度位居全省前
列。

高速公路实现网化联通。全市实施高速公路
新建改建项目8个344 . 2公里，济泰高速、青兰高
速、董梁高速等7个项目建成通车，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达到475公里，是“十二五”末的2倍，全
市形成了“四纵两横三联”的高速公路网。

农村交通条件显著改善。“十三五”期间，
累计投资83 . 3亿元，新改建“四好农村路”3700
公里，全市农村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 . 5万公里。

泰安公路通车里程

达16702公里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王先琪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自去年入冬至今，泰安市民政

局立足部门职责，担当作为，紧盯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用足用活用好社会救助各项政策，打好
社会救助组合拳，全力保障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市、县民政部门上下联动，同向发力，统筹
各方力量，密切协作配合，对困难群众居住生活
条件、日常照料服务、民政政策落实等情况开展
全面排查，逐人逐户建立台账，列出责任清单，
落实包保措施，实现监测预警全覆盖。截至1月
14日，全市共排查各类困难群众15 . 4万人，巡查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326人次。

泰安市民政系统及时足额发放各类救助资金
以及困难群众取暖补贴，全力推进社会救助兜底
保障，切实兜好基本民生保障底线。2020年12月
份以来，累计发放各类救助资金1 . 51亿元，为城
乡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家庭发放取暖补贴
485万元。

全力保障困难群众

温暖过冬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杨荣荣

1979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年仅15
岁的郑三英凭借手中的一把剪刀艰苦创业，披
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偏远小山村的茅
草屋，从个体工商户起步，由小到大、由弱变
强，打造出集安全、环保、检测、评价、培
训、会展、派遣、教育等多门类相互融合和多
元发展的综合性公司。

改革开放后，全国上下呈现出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一个改变郑三英一生命运的念头油
然而生，那就是创业。当时，她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重点初中，却由于家里贫穷，不得不早
早辍学回家。性格倔强的郑三英暗暗下定决
心：“上不了学，靠拼搏奋斗也要改变我的人
生。”

集市上看到有人用缝纫机做衣服，郑三英

心想，别人能干，我一定也能行。于是她自学
裁缝，一开始比着葫芦画瓢，慢慢地学会做衣
服后，就想开一家缝纫学校。由于家庭条件
差，她以十分简陋的条件，创办了一家缝纫学
校。1979年，在偏远的岱岳区夏张镇故县店
村，一棵歪脖子树上，郑三英挂起一块书写着
“新潮缝纫”的小木板。

学校成立起来了，没有课桌，郑三英就拿出
自家揉面的案板；没有黑板，就用盖鸡笼子的小
铁板代替；没有粉笔，就拿起地瓜干。郑三英用
地瓜干写下了“自力更生 拼搏奋进”，这八个
大字到现在始终是她前进的动力。起初缝纫学
校只招收了两个学员，但郑三英深信“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只要努力用心去做就一定能成
功，后来学员逐步发展到10个、百个……

1984年，第三批学员毕业后，郑三英到外
地进修。半年以后她学习归来，掀开床上的席
子，下面8674块钱，有1毛的、2毛的、5毛

的……这些都是学员自愿留下来的。
学员们陆续毕业，又遇到了申请营业执照

的难题。郑三英积极联系夏张镇工商所，所长
被她的担当精神所感动，亲自登门办公，一次
就办理了42个营业执照，让学员们顺利创业。
后来郑三英学员的连锁店发展到867家，一大
批学员走上了富裕道路。

上世纪90年代初，三英技校已小有规模，
但也遇到了新的困境，主要是管理经验没有与
时俱进，培训科目较少，技校遇到了发展瓶
颈，进入低谷期。

为了拓展发展空间，郑三英决定将技校从
小山村搬迁至夏张镇驻地。在夏张镇党委、政
府的支持帮助下，镇党校腾出教室作为三英技
校培训基地，学校实现了当年投资盈利的良好
局面。随着学生的增多，技校又增加了摩托车
修理、理发、厨师等多个工种培训科目，开启
了事业的第二个征程。

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面对驻地交通不便
等问题，郑三英再次决定搬迁。1999年，技校
由夏张镇搬迁至距离城区较近的岱岳区李家庄
村。

经过不懈的努力，企业规模逐步扩大。郑
三英在学习和实践中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必
须听党话、跟党走，跟党学智慧，走党建引领
企业发展的道路。

2000年，在岱岳区委组织部和夏张镇党委
的支持下，三英公司党支部正式成立。从此，
三英公司发展进入快车道，新增加了中式烹
调、中西式面点等工种培训科目。到2008年，
学校拥有教职工80余人、在校学生1000余人。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
度越来越大。郑三英把握住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大机遇，把业务扩展到环境检测、幼儿教育、
劳务派遣、会展策划等领域，并布局大健康产
业项目，企业实现了裂变式增长。

郑三英：一把剪刀闯市场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赵 洁 陈 琛

2012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明臣选择回乡
创业，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
业经营模式，发展脱毒地瓜种植面积1万亩以
上，引进推广适用于淀粉生产和鲜食的两大地
瓜系列40多个新品种，使地瓜这一传统的种植
作物焕发了新生机，他也成为华北地区名副其
实的“甘薯大王”。

近年来，新泰市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积极
引导在外务工人员项目回迁、资金回流，初步
形成了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新格局，推动了
全市农民工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的
快速转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勃勃生机。

多元业态拓展创业就业路径

徐瑞是新泰众多返乡创业人员中的一员。
2016年，在天津上班的他辞职回到老家新泰市
新甫街道西西周南村，和朋友合伙成立一家快
递物流公司。“现在，我们公司平均一天能发
2000多单。”徐瑞告诉记者。

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带动农民工返乡

创业是新泰为拓展创业就业路径，大力培育多
元业态的一个缩影。

该市在全省首创“买卖提”农村电商模
式，“线上”成立“杞农优选”展示平台、
“杞农云商”分销平台，对接淘宝、京东等知
名电商；“线下”建立农产品电商物流园、市
级配送中心和村级服务站三级实体，对接100
家合作社、农业园区，建成电商平台36家、农
村电商服务站630家，每年举办“中国·新泰
O2O购物节”，加快推进“买新泰卖全国、到
新泰买全球”。

发挥青山绿水、田园风光、古村落等资源
优势，新泰深入发掘农业生态价值、休闲价值
和文化价值，大力培育发展农事体验、观光采
摘、生态旅游等休闲农业、创意农业，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

目前，全市建成惠美农牧等休闲农业示范
点8个，龙廷镇掌平洼、上豹峪等特色景观旅游
村27个，有效拓展了农民工的创业就业渠道。

特色园区搭建优质创业平台

“我们园区是省级创业示范园，由现代农
业创新园、商贸物流创业园组成，可容纳150

家创业企业，目前已进驻企业136家，带动4000
余人就业。”近日，在楼德镇商贸物流园，负
责人高山指着热闹红火的交易场景对记者说。

为引导和支持返乡农民工在产业集聚区、
电商孵化基地和农业园区创业，新泰市不断加
大园区建设力度，建成面积19平方公里的高新
技术开发区，区内基础设施完善，配套齐全，
设有精细化工园、民营工业园、高科技产业
园，各类进区企业200余家，建成了一个功能
全、环境优、形象美的新城区。

同时，根据各乡镇产业特点，扶持建起了
羊流起重机械、汶南汽拖配件、新汶机械制
造、谷里玻璃玻纤、东都精细化工、西张庄纺
织服装等9个乡镇民营经济聚集区，形成了特
色鲜明的企业集群和块状经济，为务工人员搭
建起了优质返乡创业平台。

政策落地营造良好创业环境

“镇里成立了工作专班，对项目建设进行
全程一站式服务，还给我们榛子园争取政策扶
持基金130多万元。”2018年，在放城镇回乡创
业政策的感召下，62岁的田军不顾家人的强烈
反对，毅然回到家乡开始自己的二次创业征

程。
他的至臻现代农业产业园经过两年发展，

如今已栽种榛子3000多亩35万株、丹参500亩，
不仅盘活了周边五个村的土地资源，还辐射带
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新泰从市场准入、税收、土地、融资、激
励、环境等方面出台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有
针对性地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兴业，并全面落
实各项促进就业创业奖励性政策，千方百计解
决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资金难题，不仅积极争取
上级专项资金，扎实推进“加强就业培训提高
就业与创业能力培训项目”的实施，还以创业
需求为引导、以技能提升为抓手，建立了以劳
动就业训练中心、职业学校为龙头，以各类民
办职业培训为依托的培训网络，形成了创业培
训大格局。

同时，鼓励扶持建设一批孵化条件好、承
载力强、融创业指导和服务于一体的创业孵化
基地和创业园区，涌现出楼德商贸物流园、新
易泰物流产业园、德泰跨境电商基地、华俊汽
配城等一批特色园区。

截至2020年底，新泰市返乡创业农民工
14000余人，约每10名外出务工人员中就有1人
返乡创业，直接带动就业8万余人。

每10名外出务工人员中就有1人返乡创业

新泰1 . 4万名农民工成老板

□ 本 报 记 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马 鑫

住房问题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
“住有所居”承担着人民群众对住房的朴实期
待与梦想。泰安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城市最好
的资源留给人民，在市区最好的地块建设保障
房，将解决困难家庭住房问题摆在突出位置，
连续10年将此项工作列为为民要办的实事项
目，先后建成购买了惠普家园东西南三个小区、
惠丰园、润丰园、高铁A区等10个保障房小区。

泰安市保障房项目先后荣获“鲁班奖”
“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优秀工程
项目”“全国建设工程管理成果一等奖”等奖
项，以良好质量取信于民，真正把民生工程打
造成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泰安市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持续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住房市场体系
更加完善。尤其是近年来，泰安市委、市政府
刀刃向内解决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持续

推进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让百姓实现了从
“有居”到“优居”的转变。

在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程中，一些历史遗留
问题成了城市发展道路上难啃的硬骨头。泰安
市决心集中整治困扰群众入住多年却无法办理
不动产证的问题，2019年7月9日，成立房地产
开发历史遗留问题专项整治“7·9”工作专
班，以“坚决不把历史问题再留给历史”的责
任担当，开展集中整治攻坚战。专班下设综合
协调、政策研究与登记发证、税费核算征缴、
小区配套、调解仲裁、依法办案等10个工作
组，从31个部门单位抽调109位骨干人员，集中
办公、协力推进。

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创
新“流程再造”，采取“容缺受理”，通过专
班集中会审，消除了小区办证的障碍。同时，
按照“管当下、利长远”的思路，出台了一系
列制度，力保房地产市场规范有序发展。集中
在市区范围内解决了346个847万平方米问题项
目的办证难题，惠及7 . 5万户家庭近23万人，解

开了百姓“心结”，赢得了群众“点赞”。
老旧小区改造关乎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现

在的泰山区泰前街道农大社区，路面平整了，
“空中蜘蛛网”不见了，私搭乱建拆除了，整
体形象有了很大改善。同属于老旧小区的岱岳
区堰岭小区有着31岁“高龄”，一度曾是无人
管理的“真空”小区。“小区里有40多栋居民
楼，以前没有施划停车位，车辆乱停乱放，堵
路又堵心。”居民王阿姨告诉记者。通过老旧
小区改造，不仅拓宽硬化道路、施划停车位、
增设门禁监控及照明设施，还增加了健身、休
闲区域，安装了休息座椅和安全防护栏杆，老
旧小区走出了“现代范儿”，居民的安全指数
和幸福指数大大提升。

截至2020年底，泰安市实施各类棚户区改
造21万套，累计建设保障性住房3 . 3万套，累计
发放租赁住房补贴9500余户6310万元，累计改
造完成2005年前建成的老旧住宅小区99个项目
6 . 16万户。

泰安市将小区物业管理攻坚列入为民要办

的10件实事，以党建引领物业管理创新。在小
区物业升级攻坚战中，泰安市开展“红色物
业·宜居泰安”暖心工程，市委组织部门亲自
牵头推动，建立社区党委—网格党总支—小区
党支部的“金字塔”形党组织体系和三级共商
机制，发挥了“压舱石”作用。2097个小区建
立了 2 7 5 7个小区党支部，业主组织组建率
100%。一举破解了多年未能解决好的物业收费
难题，15个试点社区物业收费由原来不足50%
提升到 9 0 %以上，全市物业费收缴率达到
84 . 8%。推动建立公益性物业实体，无人管理
小区全面实现兜底管理，市区实现住宅小区物
业管理全覆盖。

“通过实施‘红色物业·宜居泰安’暖心工
程，发挥党建引领红色引擎作用，融洽了社区、
物业、业主三方关系，全市物业服务品质明显改
善，小区管理正从‘不愿管’‘无人管’逐步实现

‘齐抓共管’，开创了物业服务良性互动的新局
面。”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副书记、
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王海峰表示。

连续10年将保障房列入为民要办实事，解决7 . 5万家庭房地产遗留问题

泰安：从“有居”到“优居”

□记者 姜言明 刘涛 通讯员 黄伟娜 赵欣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泰安市纪委监委聚焦县处级这一“关键少数”

干部群体，强化同级警示教育，以上率下，示范带动，筑牢“不
想腐”的思想防线。

泰安市纪委监委坚持“一案一剖析、一案一警示”，以市、县两
级查处的科级以上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为素材，连续拍摄7
部警示教育片，编印《泰山镜鉴——— 泰安市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
录》《违纪违法案例警示录》等读本，以案释纪，以案释法。

在刚结束的泰安市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上，学员们走进泰安
市廉政教育展厅接受现场警示教育。记者翻看参观登记表发现，
该展厅已陆续接待了100多批次2万余人次。展厅占地880平方
米，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主题，突出警示教育，围
绕六大纪律、“四风”、漠视侵害群众利益、严重违纪违法等类
别，强化对市、县两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的
通报曝光和对思想根源的深刻剖析。

泰安市纪委监委注重对“关键少数”的日常警示教育。从
2018年开始，该市成立全市廉政教育宣讲团，深刻剖析市本级查
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挖思想根源，分系统、分行业、分领
域对县处级领导干部开展警示教育。

围绕做深做实审查调查“后半篇文章”，泰安市纪委监委对
本市查处的县处级领导干部，在下达处分决定的同时，组织案发
单位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警示教育大会等形式，对照查摆存在
的问题，剖析根源，及时整改。

以上率下 示范带动

筑牢“不想腐”思想防线

□曹儒峰
丁一 报道

近日，泰安市
泰山区邱家店镇开
展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演练。演练包括
穿脱防护服演示、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等6项内容。整个过
程，各部门分工明
确、密切配合，促
进疫情防控工作落
实落细。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樊祥东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泰安市深入落实“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等要求，定期
开展“市委常委包县（市、区）、分管市长包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推动各级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常态化。

市委常委带领2个部门单位负责人，抽调2名
安全专家，对照督导内容，对 6个县（市、
区）、4个功能区进行督导，随机抽查企业，对
发现的问题督促县（市、区）认真整改。分管副
市长通过明察暗访、听取汇报、查阅资料、查验
现场等方式，督导检查36个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风
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泰安督导沉到一线，采取“解剖麻雀”式的
方法，确保督查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目前，
各督导检查组已全面开展督导检查，已查改各类
安全隐患120余项。

领导包保

排查安全隐患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吉东升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月19日，记者从泰安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泰安市水资
源管理办法》已于2020年12月9日经泰安市政府
第5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自2021年2月1日起正
式实施。

当前泰安市水资源管理形势严峻，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仅311立方米，不足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
/7，人民群众对改善水环境、提高水资源保障服
务、建设水生态文明的要求日益迫切，水资源瓶
颈亟须通过立法破解。

《泰安市水资源管理

办法》2月1日实施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桑运昌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月18日，记者从泰安市文旅

局获悉，泰安又新增4家AAA级旅游景区，分别
为肥子茶园景区、见子山景区、乐惠“彩韵田
园”景区和金彩山酒文化园。其中，见子山景区
位于新泰市青云街道北部，独特的风光雨雪孕育
出处处挺拔俊秀的山峰和林海。

泰安新增

4家3A级景区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丽 报道
本报新泰讯 共青团新泰市委严格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各条战线的团员青
年共谱青春新篇章，共绘廉政同心圆。

把好青年方向大局，全领域筑牢廉政精神防
线。通过青年大学习、团青干部廉政学习打卡、
好青年联盟成员讲岗位廉政故事等形式，在全市
各条青年战线弘扬“清风青春”正能量。

阵地与形态双创，全流程推进青年作风建
设。在全市青年之家、青年先锋岗等青春建功主
阵地上融入廉政教育主题，在“希望小屋”儿童关
爱项目、“金晖助老”扶贫志愿服务项目、“青·
伴”志愿服务项目执行的全流程环节引进廉政考
核机制，确保青春项目廉洁落地。

确保青春项目

廉洁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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