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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买农资，首先图放心，
其次求省钱，最后是方便。所以，
农资连锁店的质量最重要，不是开
设数量越多越好。如果数量上去
了，管理没跟上，一家连锁店可能
会砸了整个公司的牌子。”接受记
者采访时，山东农源农资连锁有限
公司总经理杨好居开门见山地说。
事实上，让农民以更低的成本买到
放心肥，实现更高的种植效益，正
是山东农源农资连锁有限公司孜孜
以求的目标。

作为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瑞星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
司，山东农源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是
国家商务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承办单位。自 2009 年成立以来，
通过直营、连锁模式开展农资经
销，目前已有近 300 家质量有保
证、管理能到位的直营店、连锁店
在省内各地稳稳扎根。

不求遍地开花

只求保证质量
“开直营店、加盟店，需要高

标准的配套，也需要统一的管理，
这样才能保证质量。”杨好居说。
因为农源农资是国家商务部“万村
千乡市场”工程承办单位，公司对
每一家店铺要求都很严格。按照要
求，各店都必须保证执行严格的进

货渠道和价格管理制度。
严格管理带来的是高效益。在

遍布村镇、数量众多的农资店中，
农源农资的直营店、加盟店显得格
外红火。覆盖东平及周边县市的
163 家店铺，销售业绩个个不菲。
分析其中原因，杨好居认为，这在
于公司开店很好地把握了一个原
则：不求速度求质量，办好一家是
一家，不忙着遍地开花，先努力生
根发芽。

传统意义上的农资经销店设店
随意，因为店与店之间“单兵作
战”，很难保证产品质量。相比之
下，农源农资的直营店、加盟店有
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支撑，凭统一

销存软件联网，用企业管理制度约
束。从经营理念到日常管理，从价
格执行到服务水准，直营店、加盟
店都明显高人一筹。

只要群众满意

就会形成口碑
“开店经销农资，必须考虑怎

样方便农民。”杨好居告诉记者。
以东平县新湖乡为例，全乡 54 个
行政村，耕地 8 . 4 万亩，当地家庭
耕地平均 10 到 15 亩。新湖直营店
经理林凡星说，这么大的农业基
础，农民对农资的需求肯定少不
了，有了直营店，农民买农资，能

省不少功夫。
杨好居说，开店经销农资，还

得考虑如何切入市场。东平县州城
镇蔬菜种植面积大，当地农业朝生
态高效方向发展势头迅猛，农民对
农资产品要求也高。州城镇直营店
的设立就瞄准了这一点。经理唐守
宽说，直营店经销的农资品种全，
能满足农民不同的需求。

看到农源农资直营店效益好，
不少地方的农民、农资经销商纷纷
主动加盟。彭集加盟店经理陈云利
告诉记者：“我家里也种着花生，
每年也要用不少农药化肥，现在加
盟开店，有家人帮忙照料，种地经
销两不误，何乐而不为？”

◎农资连锁店经营之道（上）

做好农资连锁，质量重于扩张
—访山东农源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好居

本报记者 段新勇

9 月 3 日，青州聋哑学校的学生们在享用午
餐。青州市投入 20 余万元，让聋哑学校的 40 余
名残疾儿童吃上了免费三餐，做到均衡营养荤素
搭配，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王继林 摄)

本报济南讯 4 日，记者从济
南市社保局失业保险处获悉，从 9

月 1 日起，户口在外地的来济务工
人员，凡在济南工作并累计交纳失
业保险费满一年的，失业后也可享
受济南市的失业保险待遇标准。

领失业保险不用回原籍
据了解，目前在济南市从业并

交纳社会保险的外地户籍人员约有
30 万人，每年因合同终止或者被
用人单位辞退造成短期失业的人员
有两千多人。据了解，这些人长期
在济南工作和生活，成为济南市的
常住人口，但户口未迁入济南。以
前，外地户籍人员在济南失业后，
其失业保险待遇都要转移到其户籍
所在地发放，不仅办理失业保险待
遇转移手续复杂，而且要往返户籍
所在地多次，给失业人员领取失业
保险金带来诸多不便。为此，今年
济南市社保局对非济南市户籍失业
人员失业保险待遇发放办法进行了
改革，从 9 月 1 日起，户口在外地
的来济务工人员也可以在济南申领
失业保险待遇了。

交纳失业保险费需满一年
非济南市户籍失业人员在济南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需具备如下条
件：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交
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含在外地
交纳的失业保险费)；非因本人意
愿中断就业的；已经进行失业登
记，并有求职要求的。符合条件者
可在《暂住证》所在县(市)、区失
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济人社办字
〔 2012 〕 38 号文件规定办理就失
业登记及申领失业保险金相关手
续，申领成功后可享受济南市的失
业保险待遇标准。

此外，失业后愿意回本人户籍
所在地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仍按
有关政策规定和程序，由失业保险
经办机构为其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手续。 （本报记者）

本报济南讯 我省最大规模乡村
医生培训开始，此次培训参加的乡医
有 13 . 3 万，明年 6 月份培训结束。

省卫生厅副厅长仇冰玉介绍，此
次乡医培训由省财政专项经费支持，
于我省是第一次统一大规模开展，且
统一培训教材，统一培训形式，统一
考核标准，理论培训与实践技能培训
相结合。有 13 . 3 万乡村医生参加。

作为农村群众生命健康的守门

人，乡村医生承担着对农村地区重
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预防、监
控，以及对食品、药品、公共环境
卫生的监督管制，以及卫生宣传、
健康教育、免疫接种等工作。据
悉，将来，不低于 40% 、劳动密
集型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将
交给乡村医生完成。提高乡医技能
势在必行。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公安
部日前向社会集中推出 14 项便民
利民措施，涉及户政、交管、消防、报
警求助等。近期将陆续实施。

这 1 4 项便民利民措施是：
1 、提供急需人员身份证明服务。
对急需登机、乘火车、住旅馆而忘
带居民身份证的人员，具备全国人
口信息查询条件的机场、火车站派
出所和旅馆辖区派出所可根据实际

需要为其开具临时证明，用于当次
乘机、乘火车和入住旅馆。 2 、为
新生儿取名提供重名查询服务。派
出所根据群众需要，免费提供本
市、县范围内重姓名人数查询服
务。 3 、提供节假日户籍受理服
务。大中城市城区派出所户籍窗口
节假日照常受理户籍事项，城镇和
农村派出所户籍窗口节假日实行预
约受理。对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

残疾人，提供上门办理户口、居民
身份证等服务。 4 、推行交通违法
异地处理和交纳罚款； 5 、推行驾
驶证审验和机动车检验属地化服务
管理。在异地从事营运的驾驶人和
货车，在向营运地车辆管理所备案
登记一年后，可直接办理驾驶证审
验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不必回
原登记地办理； 6 、提供交通管理
业务自助办理服务。 7 、推行(试

行)汽车品牌专卖店代办机动车登
记、车检服务； 8 、提供高速公路
应急救助服务； 9 、开通 96119 火
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 10 、提供
12110 短信报警求助服务； 11 、
提供安全防范信息发布预警服务；
13 、方便家属、律师到看守所会
见在押人员； 14 、健全“网上公
安局、网上派出所、网上警务
室”。

青州聋哑学生

吃上免费三餐

省城改革外地户籍失业人员

失业保险待遇发放办法

外来务工者
在济能领失业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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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开始培训

13 万名乡村医生

公安部集中推出 14 项便民利民措施

新生儿取名可申请重名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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