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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戎
宁）10月29日，记者在第三届中国企
业改革发展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第三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将于11

月2日至4日在济南举办。
据了解，本届论坛主题为“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由国
务院国资委、新华社、山东省人民政
府指导，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山
东省国资委、济南市人民政府、经济
参考报社共同承办。论坛将聚焦新旧
动能转换，采取1个主题论坛+5个平
行论坛的“1+5”框架结构，围绕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讨论交流“混合

所有制改革”“企业形象”“科技创新”
“改革创新”“5G时代”等热点话题。届
时，1400余名来自中央企业、地方国
企、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代表，将和有关
政府部门、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代表一
起，齐聚泉城，共议发展。

论坛期间，将发布《中央企业高
质量发展报告》《山东新旧动能转换
情况报告》《中国企业传播分析报
告》三个报告。为更好地配合论坛召
开，济南市设置了区域经济发展中具
备鲜明特点的15处开放空间，开辟产
业对接、项目合作、宣传推介等配套
项目。

第三届中国企业改革

发展论坛将在济举办

农村大众报邹城讯 （记者张
超 通讯员张长青 盛超 郑莹
莹）“用手机就可以申请，人不用
去，司法局就帮我完成了调解，太
方便了！”近日，邹城市峄山镇崔
桥村的韩允田，拿着手机打开邹城
市司法局开发的“智慧民调”系统
给大家展示。正是这款系统，成功
帮助他解决了本镇调解员无法调解
的问题。

“智慧民调”网上受理，仅是
邹城市开展流程再造工作的一个缩
影。今年，邹城把推进流程再造、
加强制度创新工作，作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举措，学习先进地区成熟
经验，制定出台了《全市推进流程
再造加强制度创新工作方案》，从
“减环节、减程序、减材料、减时
限”上突破，对全市各部门单位和
镇街在压减程序、优化组合、闭环
管理、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流程再
造，形成高效便捷的运转体系。

邹城“智慧民调”系统连接着
全市18个基层调解委员会，只要当
事人通过手机APP输入个人信息提
出调解申请，所在镇村的管理员就
会主动与其联系。韩允田在外乡镇
受伤，涉及到了两个乡镇，两家调

委会共同为双方调解，达成共识。
邹城市司法局局长杨学贞介

绍：“我们以‘人和’矛盾纠纷调
解流程再造为主抓手，全面推开
‘和为贵’调解室建设，一方面将
原来的6项流程合并为4项，另一方
面大力推行‘智慧民调’网上受
理，不仅方便了群众反映问题，也
有力提升了司法调解的成效。”自
“智慧民调”系统上线以来，邹城
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排查各类矛
盾纠纷732起，调解案件724起，调
解成功率达99 . 3%，减少“民转诉”
达20 . 6%。

推进流程再造、加强制度创新
工作，不仅为服务群众提供了有力
保障，更为邹城打造了良好的营商
环境。据了解，邹城市每月办理企
业开办业务300余起，数量一直位
于济宁市各县市区前列。该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局长程广胜介绍：
“以前企业开办业务规定流程繁
多，不但影响了工作效率，群众
也怨声载道。”今年，邹城对新
开办企业流程进行了优化，率先
在全省提出营业执照办理“立等
可取”“零见面办理”理念，将法
规要求的20天办结期限压缩在1个小

时之内完成，公章刻制、银行开
户、涉税办理、社保登记全流程最
长8小时办结。从事了两年商事登
记工作的王文静介绍：“现在企业
通过线上服务平台填写申请，手机
APP电子签名，我们提前对其材料
进行预审，实行‘受审合一’，将
原来受理和审核两个环节合并由一
个人负责，即时办结出证，并发放
‘惠企大礼包’，礼包中包含的营
业执照、5枚印章以及税收优惠、
小额贷款、创业扶持等惠企政策文
件，可通过免费邮递方式，从而实
现‘零见面办理’。”

“智慧民调”网上受理，企业服务“零见面办理”

流程再造邹城实践很“给力”

“假如再让家里回到以前那
样，你还能过得下去吗？”现在，
遇到有人这么问，48岁的郭金龙总
是笑着摇摇头，说：“过不了，不
习惯了。”

以前郭金龙的家，又脏又乱。
冠县万善乡西贾村村支书郭瑞辰说
起来忍不住摇头：“那时候，他的
家呀，没法进门，院里脏，屋里
乱。”当地的乡镇干部张绪超记
得，两年前走进郭金龙家时，他在
屋里原地转了一圈，找不到能坐的
地方，只能站着跟郭金龙聊天。

10月25日，再走进这个贫困户
的家，可大不一样。院里，整理得
利利索索，刚收获的玉米棒子装了
袋、整整齐齐垛在堂屋一旁。屋
里，砖铺的地面干干净净。家虽然
仍略显简陋，却有了味道。来的人

都说：“这才像个家嘛。”
说起以前家里乱，郭金龙低下

头：“那时候，没心劲，日子是过
一天算一天。”在西贾村，郭金龙
是典型的因病致贫。他本人股骨头
病多年不好，妻子则患癫痫久治不
愈；俩人吃药，年年得花钱。孩子
上学，年年也得支出。

随着当地扶贫脱贫工作的开
展，这个家有了变化。全家有了扶
贫项目分红；靠村里的公益岗，郭
金龙也拿上了“工资”；加上低
保、残疾、种粮等各项补贴补助等
等，郭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张
绪超再到郭金龙家，开始劝他：日
子要过好，不能只靠钱，还得靠精
神头。闺女将来要嫁人，儿子将来
要娶亲，你这样，让人怎么进门？
郭金龙觉得，这话说得对。

张绪超说，为进一步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聊城市正在开展贫困群
众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双提升”
活动。冠县则把这项活动视为激发
贫困户内生动力之举，“整洁小庭
院·提振精气神”成了专项扶贫行
动之一。万善乡扶贫干部介绍，今
年9月份起，万善乡党委政府为此
专门制定了一项奖励政策：凡是
个人、家居卫生达到标准的，每
户配送600斤洁净煤和炉具。张绪
超说：“从开始的劝说，到帮着
打扫，再到奖励刺激，都是为了
让贫困户养成习惯；就说西贾村
的16家贫困户，至少有12户家里卫
生大变样，最重要的是，人变得精
神了。”

农村大众报记者 段新勇
通讯员 王思佳

小庭院整洁了

精气神上来了
“彭老师，你讲得真对，家庭

社会要想和谐，人人都要有颗感恩
的心。”10月4日晚上，肥城高新
区穆庄村的“乡村儒学”讲堂刚结
束，一位听课的村民就拉住了志愿
讲师彭武诗，谈起了自己的感受。

“当前，农村文化呈现多元
化、复杂化，以什么样的形式，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农村群众精
气神，让党的声音、文明的榜样入
脑入心，一直是我们思考和探索的
问题！”肥城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张
德奇说，为此，2018年年初，管委
会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及部分
村级文明实践站为载体，开设了
“乡村儒学”讲堂。

彭武诗是一位有着四十多年基
层工作经验的退休老干部，也是30

名志愿讲师中的一员。讲堂课程主

要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孝道、感恩、家风、移风
易俗、讲文明树新风等6个专题。
课程多讲故事少讲道理：曹杭村跳
下15米深井救乡亲的见义勇为青年
燕强，穆庄村捐肾救夫好媳妇王建
霞等都成了好素材。

分中心聘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
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为名誉讲师，
确保培训路子不跑偏。“听过几次
课后，村里风气确实越来越好了，
家家比着孝敬老人、关爱亲朋，邻
里关系也改善了很多。”王西村党
支部书记罗朝田说。目前，讲堂已
宣讲37场，受益群众达5000余人
次。

农村大众报记者 王星
通讯员 张肖锦绣 李文斌

儒学开讲

民风向善

秋染大地，每一处风景，都妙
不可言。红的玫瑰、粉的雏菊，朵
朵鲜花竞相绽放，阵阵芳香沁人心
脾。沿着320国道前往沂源县鲁村
镇，在鲁村二村路口拐个弯，沿着
一条乡间小径而去，便可寻得董源
家的玫瑰花基地。

董源今年28岁，3年前，他从叔
叔手里接过这个玫瑰种植园时，对
鲜切花行业还一窍不通。那一年，
叔叔进城经营花店，他则回乡成了
这30亩地的主人。起初，董源信心
满满，但一段时间后，他愁得睡不
着觉：玫瑰花6年就该换苗，大棚
里的玫瑰花已经种了10年。一个棚
的换苗费用就达近8万元，5个棚需
要40万元，钱从哪儿来？还有，怎
么样让产品跟上当地的市场、怎样
打开销路？

董源仔细研究玫瑰花的种植技

艺，同时通过网络加快推广，拓展
市场。董源告诉记者，目前玫瑰已
经基本换完茬，销售渠道也是通过
线上和线下，一传十、十传百，用
好口碑赢得了稳定的市场。说话的
几分钟里，就有青州客户打来电
话，要求订购玫瑰花，微信上也有
人找他下订单……

玫瑰花营销是关键。原来叔叔
只种花，董源接手后开始收购周边
村的鲜切花。“我收花全部给现
钱。”董源说，不论收来后是赚是
赔，他从不欠花农的钱。“现在每
天来送花的就有十七八家。”董源
说，他第一次收花时，收了没几
天，发现行情不好，别的商户都不
收了，他却咬牙坚持，“说好了就
得做到，失信于人，以后谁还卖给
你。”但没人知道，他前脚收花，
后脚就偷偷把花拉出去倒掉，那一

年夏天，他赔了将近6万元。
不仅收，他还囤货。逢年过

节，他都会从云南等地购买一批鲜
切花，等待节日到来时出手。可喜

的是，第一次出手，他就赚了7万
多元。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单纯种
花？董源说，这三年，他的基地一
直处于投入状态，人工费、承包
费、农资费……基地只有卖够30万
元后，赚的才是他的。

“人家说创业头三脚难踢，我
这三脚踢了三年，一定会踢出一个
花团锦簇新世界。”董源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唐 峰
通讯员 张琦 郑家燕

鲜花让青春更加靓丽多彩

90后小伙回乡种出一片姹紫嫣红

董源在管理花卉。

棉是秋后草，
就怕霜来早。

轻霜棉无妨，
酷霜棉株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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