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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2月20日讯 “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 5年来，山东省借力
“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积极发展进
出口贸易。济南海关数据显示，前11

个月，山东对沿线国家进出口实现
4650 . 4亿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5 . 1%。11月进出口总值更是创下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历史新
高，当月进出口512 . 4亿元，同比增
长24 . 1%，环比增长10 . 3%。

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超7成。11月
份，山东以一般贸易方式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374 . 6亿元，增长
29 . 6%。民营企业主导进出口。11月份，
山东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 3 7 3 . 7亿元，增长 2 5 . 1 %，占
72 . 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3 . 3亿
元，增长0 . 6%，占16 . 3%；国有企业进出
口55 . 4亿元，增长77 . 1%。

济南海关综合统计处副处长刘赛
解读，从出口看，主要市场经济形势向
好刺激出口增长。11月份，我省对印
尼、越南和印度进出口保持较高增速，
分别增长40 . 5%、21 . 1%、20 . 6%。11月
份，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
口机电产品88 . 9亿元，增长17%；出口
农产品32亿元，增长21 . 2%。此外，出口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2 9 . 4 亿 元 ，增 长
1 6 . 8 % ；出 口 钢 材 2 5 . 9 亿 元 , 增 长
22 . 4%。 (代玲玲 张丽媛)

11月山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出口农产品32亿元，增长21 . 2%

农村大众报汶上讯 （通讯员
王建）11月26日，在寅寺镇马口村田
间，村党支部书记李继银正指挥几
十辆卡车装卸土豆。今年该村240多
亩大棚蔬菜丰收，马口村老少爷们
很高兴。“让村里每户增加500元的收
入，是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承诺，
承诺就挂在公示栏里，我做到了。”
李继银自豪地说。据了解，今年马口
村的蔬菜大棚收入近20万元，每户增
加收入近600元。

近年来，寅寺镇提出基层党支
部“防守反击”两步走的工作思路，

形成了以党建为核心，以乡村振兴
和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的寅寺特色
党建。

加强“堡垒”阵地建设，提升
承接“防守”的强度。在换届选举中，
通过工作实绩甄别村干部，把有热
情、干实事的人选进村“两委”班子，
新当选村“两委”的有225人，新上任
的村干部彻底改变了软弱涣散村的
面貌，以前的落后村都成了镇里各
项工作的排头兵、领头羊。在抓工作
的同时更注重用新时期的新理论武
装党员，每周廉政课堂、每月主题党

日、每季度党员述职活动在党员干
部中成为常态教育，使党员们在学
习理论中深感其责，增强了荣誉感
和归属感，在言行中体现党员身份，
在工作中发挥榜样作用。今年全镇
实施了村办公场所规范化建设，新
建高标准村办公场所14处，在村办公
场所内调整办公布局，按照“放管
服”的便民模式布局，不再单独设办
公室和办公桌，从根本上提升了党
员活动场所功能和作用。截至目前，
全镇的各项民生事业工作均走在全
县前列，基层“堡垒”的防守作用日

益凸显。
加强“堡垒”效能建设，提高主

动“进攻”的能力。在镇机关和村内
实施党员量化计分管理，让广大党
员主动亮明身份、作出公开承诺，在
接受群众监督和自我鞭策中主动作
为；通过量化计分，让党员在参加组
织活动、履行党员义务、严守政治纪
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各项活动
中有记录、有评价、有奖惩；让党员
干部“找到家，摸清门”，巩固基层党
员划片定岗联户制度，向群众亮明
联户党员的姓名、联系方式、服务事

项等，使党员在群众有需求时，做到
第一时间响应；激励政策助推党员
担当作为，拿出30万元对有作为、肯
担当的党员干部进行奖励。现在每
天都会在田间地头、在百姓家中看
到党员干部的身影。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战斗堡
垒’，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是
我们的要求，在新时期新形势下，
化被动为主动，做到‘进可攻，退
可守’，提升基层战斗堡垒的主动
性势在必行。”寅寺镇党委书记刘
峰说。

作出公开承诺，主动亮明身份

寅寺镇党员干部从屋内走向屋外

农村大众报金乡讯 （记者祝
超群 通讯员王伟）12月20日，金
乡县2018年大蒜、蒜薹目标价格保
险理赔启动。今年，金乡每亩大蒜
平均获理赔882 . 4元，全县赔付总额
约3亿元，加上已兑付的蒜薹价格
目标保险和部分商业险，两项保险
合计赔付总额达3 . 7亿元。

“保险公司每亩赔给我近900块
钱，我家8亩地能赔7000多块钱。”
羊山镇东三村的王桂森是第一批领
到理赔款的蒜农。今年，他的大蒜
和蒜薹都亏了本。“蒜头最高也只

卖到八九毛钱一斤，每亩至少赔了
千把块钱。”王桂森说，庆幸的
是，他连续几年都给自家大蒜上了
保险，今年理赔款下来，他算是保
住了本。“有保险就不怕，明年接
着种7亩地的蒜。”

金乡是著名的中国大蒜之乡，
常年种植大蒜近70万亩。近年来，
受市场需求和种植规模影响，蒜
薹、大蒜价格出现“过山车”式波
动，给蒜农带来较大损失，挫伤了
蒜农种蒜的积极性。为破解大蒜信
息不对称、价格不稳等问题，2015

年，金乡县探索建立了大蒜价格指
数平台，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大蒜目
标价格保险工作。

如今，金乡县大蒜目标价格保
险试点工作已开展三年。据了解，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8

家具有农险资质的保险公司参与承
保，其中，2015年金乡共投保16 . 95万
亩，共赔偿参保蒜农1 7 0 0余万元；
2016年共投保47 . 94万亩，共赔付蒜农
3000余万元；2017年共投保60 . 91万
亩，共赔偿蒜农7000余万元。

2018年，省委省政府首次把省

级保费补贴纳入省财政预算，并将
大蒜目标价格保险更名为山东省特
色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今年，金
乡目标价格保险承保面积大蒜为
34 . 36万亩、蒜薹为9 . 96万亩；大蒜目
标价格为1 . 70元/斤、蒜薹为1 . 00元/

斤。大蒜目标价格保险金额为2000元
/亩，保费为140元/亩；蒜薹目标价格
保险金额为400元/亩，保费为28元/

亩。保费各级政府补贴60%，投保农
户自行承担40%。

经监测，今年金乡蒜薹地头价
格每斤0 . 60元，大蒜地头价格每斤

0 . 95元，均低于目标价格。蒜薹每
亩理赔160元，全县合计理赔1593 . 6

万元；大蒜每亩理赔882 . 4元，全县
合计理赔30319万元。加上已经兑付
的蒜薹价格目标保险和部分商业
险，两项保险合计赔付总额达3 . 7亿
元。理赔金额均通过“惠农一卡
通”直接进入投保蒜农账户。

“大蒜目标价格保险等政策性
保险的实施，降低了大蒜产业的市
场风险，稳定了大蒜市场价格和蒜
农基本收入，提升了大蒜产业竞争
力，为大蒜产业发展保驾护航。”金
乡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管洪祥说，
后续赔付过程中，各有关单位要严
格理赔工作流程，确保理赔款不出
现任何截留、代扣或挪用现象，及时
足额发放到参保蒜农手中，确保这
项利民惠民的好事落到实处。

金乡大蒜、蒜薹目标价格保险理赔启动

蒜贱伤农？金乡蒜农获保险理赔3 . 7亿元！

11月29日，沂南县马牧池乡东
辛庄。新时代红嫂于爱梅，讲述起
奶奶王换于的故事。抗战时期，
“沂蒙母亲”王换于一家人冒着生
命危险，把大众日报工作人员白铁
华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八百里沂蒙大地，见证了无数
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

牢记嘱托，担当作为，心系大
众，胸怀时代。创刊80年来，大众
日报受沂蒙精神滋养，同时也积极
实践、不断创造着与群众“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的时代新篇。

生死与共铸就沂蒙精神

“报社的白铁华是我奶奶救下
的。那个年代，救助共产党八路
军，被日寇抓到可是要杀头的。”

——— 沂蒙“新红嫂”于爱梅

12月1日，费县白石屋村。
这里是《沂蒙山小调》诞生

地，1940年10月前后，大众日报第
二印刷厂转移到这里。

费县党史办原主任张乃军介
绍，当时条件特别艰苦。房子矮，石
头筑成，茅草披顶。冬天，连降大雪，
屋里零下十几度，手都伸不出来。没

条件铅印，就用油印。但油印也缺材
料，铁笔磨秃了，就用纳鞋底的大针
绑在筷子上刻钢板。没有油印机，用
高粱秆固定住蜡纸两头，两个人用
手按住，另两个人拿纸、续纸。因为
长时间没法洗澡，这些人身上都招
了虱子，但他们都很乐观。

张乃军说，大青山突围期间，大
众日报第三战时新闻小组驻在白石
屋，乡亲们全力以赴地支持。白
天，编辑躲到望海楼山上去，在村
民为防土匪砌的寨子里编稿。天黑
了，就下山用油印机印报纸。“晚
上，群众听着机器咣当咣当响，这
些人不睡觉在干活，白天醒过来，
他们还在干活。群众开玩笑说，真
是一群‘神人’。”

“沂蒙母亲”王换于救护大众
日报经理部工作人员白铁华的故
事，生动地诠释了“水乳交融、生
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11月29日，重走创刊路前方报
道组来到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
“沂蒙母亲”王换于就是这个村的
村民。抗战时期，王换于创办战时
托儿所，照料抚养了八路军和革命
烈士的近百名革命后代。她们一
家，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救护大众

日报经理部工作人员白铁华。
王换于已经去世。她的孙女于

爱梅讲述，她听奶奶说，逃出日军
魔掌的白铁华，被送到村里时，浑
身是伤，伤口发炎脓肿奇臭，脸也
肿胀变形。奶奶一家悉心看护，给
他端屎端尿，喂水喂药。王换于又
到处打听治烙伤的民间药方，外出
几十里找来獾油，掺上自己头发烧
成的灰给白铁华敷伤口，后来又用
“老鼠油”搽身体，硬是把他从鬼
门关上拉了回来。几个月后，白铁
华恢复健康，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于爱梅感慨，“那个年代，救
助共产党八路军，被日寇抓到可是
要杀头的。”

沂蒙精神代代传。受家庭影
响，于爱梅爱党拥军，被称为“沂
蒙新红嫂”。作为沂蒙精神传承者
和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曾两次受到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一个个“水乳交融、生死与
共”的故事，汇成一曲曲沂蒙精神
的宏大交响乐。正是在党的领导
下，与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
共”的发展过程中，大众日报也由
一张报纸，壮大成为一个多媒体融
合发展的大型传媒集团。

水乳交融的深厚情感

“一听说报社印刷厂来这里，
家家户户抢着把房子让出来，自己
到山坡上搭团瓢住。”

——— 沂南县孙祖镇天水栈村村
民杜付花

天水栈，沂南县孙祖镇山半腰
的一个小村。如今，被称为刘家峪
村天水栈村民大组。

1940年4月，为了躲避日军扫
荡，大众日报印刷厂搬到天水栈。

从村名看，水从天上来，就能
想象出天水栈环境之险。

11月28日，重走创刊路前方报
道组来到天水栈，实地踏访报社前
辈们工作、生活、战斗过的地方。

大众日报印刷厂设在村民李宝
年家里。院子不大，房屋布局还基
本保持着老样子。现在，李宝年的
儿子李树彬和儿媳杜付花住在这
里。77岁的杜付花站在院中间，向
重走创刊路前方报道组介绍，“那
时候，在这三间堂屋排字，拿到那
两间东屋里印报纸。”

报纸印好，暂时先放到西邻家
的房子里。为了保密安全，西邻家

的大门被用石头封起来，然后在两
家邻墙上开了一个小门，邻居家出
入都从这个小门走。直到印刷厂搬
走，邻居家才重新打开大门。

杜付花说，自家房子让出来了，就
上山搭团瓢住。团瓢其实就是窝棚。

有的村民家人口多，一个团瓢住
不下，干脆住石棚。87岁的李树航说，
石棚不挡风，秋冬时节晚上冷，冻得睡
不着，“就躺在那儿数星星，看月亮”。

杜付花还保存着几十枚当年印
报用的铅字。这些几乎已经磨平、
笔画斑驳的铅字，沉淀着历史，更
沉淀着深长的记忆。她说，留着做
纪念，将来也让孩子们了解这些往
事，长见识，受教育。

岁月磨蚀，房子已经显得很破
旧。杜付花说，孩子住城里，都很孝
顺，也多次动员他们搬到城里去，但
是老两口对这旧房子感情深，舍不
得离开。大众日报经常有人来这里
看望他们，“当成亲戚走动了”“我们
就在这儿住着，把房子看护好。”

（下转A2版）

大众日报受沂蒙精神滋养，也是沂蒙精神忠实的实践者、见证者和记录者———

红色基因代代传

◎◎““重重走走创创刊刊路路 溯溯源源8800年年””庆庆祝祝大大众众日日报报创创刊刊八八十十周周年年

冬至下场雪，
夏至水漫河。

冬至落雨星不明，
大雪纷飞路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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