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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莱芜讯 “感谢市里出台的优惠
政策，为我提供了创业平台，让我圆了多
年的创业梦想。”近日，莱芜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生杨光出资一元钱，在市工商局注
册了自己的家具专卖店。凭借相关证明，
工商部门还为他免除了登记费。

钢城经济开发区积极运作跟进服务，
出台一系列优惠措施，莱钢磁悬浮轨排项目
和中日合资渔业环保材料项目在这里落地
生根；雪野旅游区房干村韩丽英等 10 户村
民成立了全国首家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

百姓创家业，企业创新业，能人创大
业，干部创事业，一个全民创业热潮正在

莱芜涌动。莱芜市委书记于建成说：“大企业
富财政，小企业富民生。全民创业是实现民
生、民富、民安的最大基础。只有全民创业，
才能让广大群众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才能
有更多财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从而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2009 年是莱芜的“全民创业年”。为
推动全民创业的开展，莱芜市采取多种有
效措施，落实优惠政策，打出“组合
拳”，切实有效地为创业群体提供支持，
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

降低创业门槛。莱芜出台了 15 项放宽
市场准入的政策措施，实行“一元钱注册”，
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出资 1 元即可登记注册。实

行“零首付”创业，高校毕业生投资设立注
册资本 50 万元以下的有限责任公司，可“零
首付注册”。允许“试营业”，下岗失业人员、
复员退伍军人、在外打工返乡人员等申请
个体工商户登记，核发有效期为 6 个月的
营业执照，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

搭建全民创业载体。积极创建孵化基
地，发展一批创业中心、创业社区和中小企
业孵化园。积极发展姜蒜储藏加工运销产
业，引导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年内新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团组织 150 家。加强专
业市场建设，开工建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小商品批发市场、汽车贸易城，深入推进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拓宽创业环境。

大规模开展创业培训。莱芜市今年拿

出 1700 万元，采取免费发放培训券方式，
培训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转业
退伍军人 1 . 1 万人，农村居民和在外打工
返乡人员 5 0 0 0 人，境外劳务输出 1 3 0 0
人，提高其就业和创业能力。

提供创业扶持。建立全民创业项目库，
初步筛选储备了 359 个有一定科技含量和
开发前景的创业项目，开展跟踪指导。加大
创业资金扶持力度，发展担保公司 26 家，为
5300 家中小企业担保贷款 80 亿元，同时对
下岗失业、专业退伍等人员贷款全额贴息。
加大创业载体建设力度，在 4 个重点园区建
设标准厂房 50 万平方米，对具有一定技术
含量或投资规模的入园创业者，给予 3 年的
租赁补贴。 （下转第二版）

□ 责任编辑 王 冰 姚广宽

□记者 袁 涛 报道
本报济南 4 月 7 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

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钢铁、汽车、船舶工业
和电子信息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编制等工作。

会议认为，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我
省骨干优势产业。要认真实施国家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着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
力，推动我省钢铁产业由大变强。要突出抓好四个发展重点，
一是加快建设日照钢铁精品基地，二是不断壮大骨干企业，三
是大力发展一批重点产品，四是控制总量，淘汰一批工艺装备
落后、能耗高、污染重、产品档次低的小钢铁企业，实现全省
钢铁工业的良性发展。

会议指出，要坚持分类指导，加快汽车工业结构调整和产
业重组，以新能源汽车为突破口，推进汽车企业自主创新，加
快技术改造，培育自主品牌，完善汽车消费市场，确保我省汽
车工业调整和振兴目标的实现。要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优势区
域集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企业集
团，重点发展重型车、轻型车、轿车、客车和汽车零部件等产
品，搞好配套服务，促进汽车工业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船舶工业是我省重点规划发展的产业链之一。
要积极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冲击，狠抓产业结构调整和科
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开拓市场，加强
国际合作，提升竞争能力，推动全省船舶工业平稳较快发展。
要把结构调整作为重中之重，扶持重点企业，建设中间产品生
产、大宗配套材料加工配送、 （下转第二版）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 4 月 7 日讯 今天上午，省筹办十一运工作领导

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委副书记、省筹办十一运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柏继民，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谈文虎，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李群，副省长黄胜、郭兆信、王随莲，省武警总队总队长
南平，济南市市长张建国，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吴鹏飞，
省政府秘书长张万青出席会议。

刘伟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十一运筹办工作取得的成绩。他
强调，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全省十一运动员誓师大会精神，牢
牢把握“和谐中国、全民全运”的主题，按照举办一届“富有
特色、平安祥和、人民满意”的全运盛会的总体目标和“安全
稳定、热烈祥和、节俭务实”的办赛原则，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坚定信心，扎实工作，全力以赴打好筹
办工作攻坚战。一定要进一步细化工作明确责任，把工作任务
分解到人、把责任落实到人，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确保
各项筹办工作高效有序进行。一定要把确保安全稳定放在各项
工作的首位，强化安全风险评估，强化隐患排查整改，强化情
况预判，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
作，为全运会顺利举办创造平安和谐的环境。（下转第二版）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姜大明主持 研究部署钢铁

工业调整振兴规划编制等工作

出线关键战首尔

泰山今日主场不容失
首尔队由韩国国家队主力球员组成

的球队中场异常强大……

 乔丹、罗 宾逊入选美篮球名人堂

意大利震灾已死 207 人

尚未发现华人遇难
居住在震中拉奎拉市的华人有 50

人左右，尽管在地震中遭受不同程度

的损失，所幸无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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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筹办十一运工作领导
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刘伟出席并讲话

2009 年：
◆在校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医保范围
2009-2011 年：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并逐步推开
2010 年：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补助标准
每人每年 120 元

2011 年：
◆人均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不低于 20 元

医改定“时间表” 百姓渐增实惠

□ 本报记者 张海峰 陈中华

低保户李开根：

有余钱就“攒”点砖

3 月 24 日上午，踏着雨后泥泞的土
路，记者和镇村干部来到嘉祥县马集镇新
大集村李开根家。李开根下地干活去了，
家中身患慢性病的妻子，正照料年过七旬
的老母亲。

李开根家的两间房盖于上世纪 70 年代
末，是当地人俗称的“砖包皮”，即里面
是土坯，外面包了一层砖，这在当时算是

比较好的房子。当然，这种房子要捱过 30
多年风雨几乎是不可能的，李开根的妻子
告诉记者，屋顶上曾抹过十几遍水泥，这
回下雨又漏了。

走进屋子，裸露的地面异常潮湿，窗
户糊住了，屋内昏暗，土墙正面一块略平
整的地方，贴着一张儿子李升义的“三好
学生”奖状。屋里一角堆放着筐和锄头，
还有些成袋的玉米。一个旧衣橱靠在墙
边。 14 岁的儿子住在里屋，两张半米多宽
的旧桌拼起来，上面铺一层褥子就成了
床。老母亲住在院子里一间新盖的土坯
房，所有房间面积加起来大概也就 40 平方
米。

听说记者和镇村干部是为了危房改造
的事来的，李开根的妻子一时激动得说不
出话来。

从 2007 年开始，嘉祥县开始实施“安
居工程”，列入该工程的农户建房，每户
资助 1 . 2 万元。新大集村前两年有 3 户进
行了危房改造，今年轮到了李开根一家。

李开根家是低保户，尽管低保金今年
提高了，加上两亩多地的收入，全家年收
入不过 3000 元，若全靠自己，拆旧建新怕
永远是梦想。

李开根家门口堆着两垛砖，其妻拉着
记者说，家里从大前年开始，一有余钱就
“攒”一点砖，这些砖一共花了 1000 多

元，但就这么个攒法，真不知道啥时候才
能盖起新房。

临走的时候，记者看到李开根儿子划
在院门内面上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坚持
就是胜利”。

穷县“危改宣言”：

年内消灭“土房子”

嘉祥县是全省经济欠发达县和财政困
难县之一，截至去年底，已经为 770 户农
村贫困家庭改造、维修危房总计面积 10 万
平方米。

（下转第三版）

◆考核评价体系分设节能减排责任、诚信守法责任、员工保障责任、经济发展责任、

社会事业责任、帮扶助贫责任、计划生育责任、稳定防范责任 8 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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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为 科学务实 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莱芜：全民创业春潮涌

西方五大央行宣布

3000 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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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今年首次
监测到美国白蛾成虫
当前到 7 月初为防治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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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手”改危房
——— 农村住房建设走笔（下）

不唯经济效益论英雄
烟台开发区国内首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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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今年公布

◆部分公立医院将转制为民营

◆推广参保人员就医“一卡通”

◆三年内行政村都将有卫生室

实施方案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