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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高铁新区建设蹄疾步稳

5月6日，冠星集团纺纱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加工棉纱。面对疫情的影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冠星集团通过研发新产品，实
现产品提档、质量提升，以应对经济环境和市场需求带来的变化，使企业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 朱海波

庖丁解牛，出自《庄子·内篇·养生主》。文中描述了
庖丁解牛的过程，“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所踦，砉然向然”，手起刀落间，那头牛“謋然已解，如土委
地”，而他本人则“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
刀而藏之”。

掩卷沉思，这篇文章还是有较大现实意义的。面对
发展难题，要勇于和善于做“庖丁”，只有深入研究才能洞
悉矛盾，只有在要害处动刀才能一子落而全盘活。

开始入行时，这位“丁厨师”与同行并无不同，差距是
在他潜心研究上拉开的，“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是
他潜心研究发现的规律。研究和解决难题，要立足于早，
灭火的最佳时间是火初起时，如果等火势蔓延开来，那就
不好扑灭了，同理，问题和矛盾在初起时，解决起来相对容
易，等问题积累多了、矛盾大了，困难也就跟着大起来。那
些亡羊补牢的办法，远不如防患于未然的举措。

发现问题不难，但找出其内在的矛盾，并拿出切实管
用的办法可就吃功夫了，在刚露头时就发现并解决它更

难。思路和办法不会像秃子头上的虱子，可以手到擒来，
非要下一番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的综合分析功夫不可，这
就是调查研究。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没有一副好
牙口，就啃不动硬骨头，下功夫要下真功夫、长功夫，而不
是下表面功夫。这就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走出房
子”，到困难多、矛盾大的地方去，不怕群众的脸难看，不
怕群众的话难听，要研究真问题、发现主要矛盾，而不是
在细枝末节上打转转。

与庖丁不同的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和矛盾是各种各
样的，就像医生每天遇到不同的病人一样。我们要解决
的，既有一些具体问题，也有深层次的难题，以上所说，主
要是遇到深层次的难题和重大矛盾时的情景。

心无百姓莫为官。深层次难题和重大矛盾是最考验
人的，不光考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考验与群众的感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
格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做到“三个格外”是要下
大气力的，困难不同，办法亦不同，我们拿出的办法不仅
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仅能解决当前问题，更能管根本、管
长远。

勇做“解牛庖丁”不当“甩手掌柜”

本报讯 （记者 曹天伟） 今年一季
度，我市紧紧围绕制造业强市建设，努力
克服疫情、涨价、限产等因素影响，聚力抓
好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助企纾困、运行监
测、项目建设等工作，牢牢稳住了工业经
济基本盘，全市工业运行主要呈现“进”

“稳”“好”“新”四个特点。
“进”的力度在加大。从主要指标看，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
实现营业收入1044亿元，同比增长8.4%；
利润55.3亿元，同比增长4%。“稳”的态势
在延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
28.7%，比上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制
造业贡献地方税收 18.9 亿元，同比增长
31.7%。“好”的势头在巩固。化工行业持
续保持较高增速，同比增长12.3%；医药食

品行业生产加快、增势稳健，医药、食品制
造、农副食品增加值分别增长54%、49.1%、
9.5%。“新”的动能在积蓄。工业投资增长
23.3%，高于固定资产投资7.6个百分点；实
施500万元以上的工业技改项目395个，完
成投资增长13.3%，项目支撑作用进一步
增强。

工业运行平稳、后劲十足，离不开各
级各部门为企业提供的“保姆式”“全链
条”服务。山东光岳九州半导体科技有限
公司是高新区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
生产的特殊要求，企业用电出现难题。“服
务企业专员”在了解相关情况后，协调园
区、供电公司和相关设计机构，多次到项
目建设现场踏勘，解决企业特殊用电需
求。目前，企业生产用电线路已建设完

成。
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目前，服务

专员机制已经在全市各县（市区）建立起
来。一季度，我市为128家重点企业分配

“服务企业专员”，并优选160名行业专家
组成“专家志愿服务队”，搭建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累计帮扶企业 620 余
家，助力企业融资16亿元。

市工信局二级调研员刘兆乾介绍，
我市将建立“规上企业复工复产、企业升
规纳统、增量投产项目、重点技改项目”4
张清单，实行调度通报、问题收集、跟踪帮
扶的闭环推进，精准提升运行保障工作效
能。同时，抓实做深产业链链长制，紧盯
20条重点产业链，实施“八大”专项行动，
推动重点产业链实现新突破。

聊城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
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

本报讯（张燕 王燕爽）“报销了1.8
万元，现在不用出村就能报销住院费用，
真是太方便了！”5月11日，冠县贾镇吕田
村村民吕福（化名），在村医保工作站成功
报销住院费用后高兴地说。

今年 3 月，因突发心肌梗塞，65 岁的
吕福前往省外某三甲医院住院治疗，并
植入冠状动脉支架。异地就医报销，需
要联网备案。由于就医仓促，未及时联
网备案，导致吕福在出院时无法直接报
销相关费用。

“要是在前几年，俺想报销这笔费用
得到县城或者镇上。现在好了，把材料递
到村医保工作站就能报，不用来回跑腿
了。”吕福说。吕福报销住院费用的便利，
得益于冠县医疗经办服务改革。

在医保业务下沉至乡镇后，冠县继
续深化医疗经办服务改革，大力推进医
疗经办服务向村级（社区）延伸。今年，
冠县将参保信息查询、参保登记、信息
变更、临时外出就医备案、医保费用报
销的手工材料受理及上报、慢特病病种
待遇认定材料的受理及上报等医保经
办服务，下沉到村级（社区）工作站，使
医保工作真正心系群众、贴近群众、服
务群众，切实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利
的医保服务。

冠县目前共设立524个医保工作站。
其中，依托村级卫生室设立了475个村级
医保工作站，2家诊所及2家药店设立了4
个社区医保工作站，大型参保单位设立了
1个参保单位医保工作站，乡镇便民服务

中心设立了18个乡镇医保工作站，定点医
院设立了26个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工作站，
在全省率先实现医保经办服务层层有人
帮，级级全覆盖，打造了多层次经办服务体
系，构建了“经办服务纵向下沉、定点机构
横向延伸、合作单位联合经办”的全方位
服务格局。

同时，冠县在所有医保工作站，制定
了统一的服务内容清单、服务标准规范，
打造了“有人办事、有事能办、办事便捷”
的服务网点，集中培训业务人员634人，建
立了“开口能讲、遇事能办、问策能对”的医
保工作队伍。冠县此举全面提升了医保经
办服务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一体化水
平，实现了医保经办服务管理无缝衔接，
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医保服务的满意度。

冠县在全省率先实现医保服务村级全覆盖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5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祝贺他当选菲律宾共
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菲是一衣带水的邻居、风雨同舟的伙
伴。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菲关系不断巩固提升，
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菲两国都处在关键发展阶段，双

边关系面临重要机遇和广阔前景。我高度重视中菲关系
发展，愿同马科斯当选总统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坚持睦邻
友好，坚持携手发展，深入推进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关系，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同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电莎拉·齐默尔曼·杜特尔
特-卡彪，祝贺她当选菲律宾副总统。

习近平向菲律宾当选总统
马科斯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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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吃亏是福”。这是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然而很多人却参不透、悟不到，因为看似简单的小道
理，实则蕴藏着大智慧。王全龙无疑就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是实现“三农”发展的关键问题，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正是破解该问题的
“金钥匙”。自掏腰包为入股村民兜底保障收益、安装排灌管网、发展农产品
电商……王全龙虽然个人在经济上吃了亏，却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让
全体村民拧成一股绳，打开了增收致富的思想“总开关”。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苦，也没有白吃的亏。王全龙用个人的吃亏，换来了
全村人的满意和幸福，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展现了党和政府
在基层的形象和担当，让王申楼村民真心跟着他走好接下来的路，这正是加
快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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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阳光明媚。初夏的金堤河北
岸郁郁葱葱，阳谷县李台镇王申楼村主干
道两侧绿油油的麦苗已没过膝盖，风吹麦
浪，田园如画。

路南，农技人员正操控无人机进行飞
防；路北，村民合上电闸，地头的“水龙”吐
出清水涌向田间……看着百亩试验田丰收
在望，52岁的村民王玉怀露出了舒心的笑
容。

“你看这些小麦长势多好，村党支部领
办的合作社给我们这些种植大户都配了技
术顾问，我现在也会科学育苗了。”王玉怀
说。

王玉怀以前在企业上班，一个月能有
6000 多元收入，小日子原本过得很滋润。
但是，村里“吃亏书记”积极担当作为，让他
看到了更好的发展前景，于是王玉怀毅然
辞去工作返乡。如今，他成了村里的种植
大户，还光荣地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吃亏书记”是谁？“是我们村党支部书
记王全龙。”王玉怀掰着手指说，办合作社
他出钱带头，村民入股他兜底，田里排灌管
网是他研发并掏钱装的，村里电商是他推
动的，最后分红却没有他的事，这不是吃亏
吗？

王申楼村有耕地 1117 亩、1000 多人。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之初，需要募集
股份，不少村民都持反对意见。“这还没见
有东西呢，就开始入股，赔了算谁的啊？”

“流转土地没问题，但这农产品加工能赚钱
吗？”王全龙也考虑到了这些，于是自掏腰
包拿出 30 万元，为入股村民兜底保障收
益，村民仅参与分红，不承担风险。“当干部
就应该能吃亏。”在王全龙带动下，有60户
村民响应，并按照每股5000元的标准集齐
了30万元。

2021 年，王申楼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成立，按
照每亩1000元的价格，流转土地300余亩，大部分种植
小麦，并套种200亩辣椒，剩下几亩地种植黄豆，育苗、
技术、销售均由专业公司来管理。

第一年试种，辣椒亩产值达到了6000元。那么，
仅有几亩地的黄豆怎样才能带动村民增收呢？带着疑
问，记者走进合作社的生产车间。由村集体闲置房屋
改造的车间里干净整洁，设备、陶坛、配料等物资一应
俱全。51岁的村民白桂平正忙活着。见有人来，白桂

平从玻璃瓶里舀了一小勺酱豆递了过来，
热情地说：“尝尝，我们村里的特色——纯
天然酱豆！”

记者发现，勺子中的酱豆呈棕褐色，
鲜艳有光泽，入口咸鲜，微麻香辣。“这是
我们村的老手艺了。”白桂平介绍，王楼申
村古法麻叶酿制酱豆的传统手艺代代相
传，已有520多年历史。王全龙将其纳入
合作社深加工项目，并注册了“王家巧嫂”
商标。

“我平时就在这里上班，一个月能挣
三四千块钱。”白桂平说，三伏天是腌制酱
豆的最佳时间。待立秋后，将原料装坛，
用泥巴密封，经过120天晒坛和发酵，酱豆
就做成了。目前，合作社有陶坛50个。

“流转土地有钱赚，在合作社打工有
工资，我们领了‘双薪’。”白桂平高兴地
说，像她这样在合作社打工的还有 30 多
人。

张瑞丽也是其中之一。她年轻，思想
也活络，经常刷抖音、看快手，便有了通过
直播销售酱豆的想法。“放手做，赔了算我
的！”在王全龙的鼓励下，张瑞丽开始了大
胆尝试。

“刚开始做没什么经验，效果也不
好。”张瑞丽说，后来发现，通过抖音附近
推荐功能获取订单，销量还不错。特别是
春节前后，一天能卖200—300 箱，供不应
求。于是，她便喊着村里的几个小媳妇一
起做推广。2021年，合作社生产了5万公
斤酱豆，通过线上和线下销售，实现净利
润20万元。

如今，张瑞丽已经成了合作社的销售
主管。“今年我们计划扩大规模，增加100
个陶坛，争取让村里更多的人都参与进
来。”张瑞丽说。

今年，王申楼村享受到了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村里“村头荒”、边角地上种满了经济苗木；村中的6处
坑塘也褪去了浑浊旧色，变成了碧波清流；健身步道、
健身广场的投入使用，让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节节攀升。

“村集体有收入了，村民腰包鼓了，村里也变了样，
全村人的心也越来越齐，证明全龙探的这条路走对
了！”村里70多岁的老党员王全正说，大家会跟着王全
龙走好接下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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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光荣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
——记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

18公里路的两种跑法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 5 月 10 日，
高铁新区八东八西、十二里营片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有条不紊地
施工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该项目总投资约计15.54亿元，用地
面积约 12.4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51.8万平方米。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基础
及主体施工。”中交一公局集团聊城八东
八西棚户区改造项目经理部生产经理部
先平一边指着规划设计图，一边告诉记
者，项目建设内容包括24栋住宅楼、医疗
养老院、党群服务中心、配套商业、室外工
程等，建成后能容纳2882户住户，将极大
地改善当地百姓的居住环境，同时对高铁
新城区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起到重要作
用。

高铁新区是聊城向西发展的首位辐
射区，承担着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魅

力、引领鲁西崛起的重要使命。作为市驻
地区，东昌府区结合辖区实际，进一步增
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在棚户区改造、市政道路建设等方面
全力以赴加快施工进度，努力将高铁新区
全力打造成为现代物流、科技转化、数字
经济、创新创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高
地。

自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以来，全体员
工以“目标管理、节点管控”为抓手，防疫
生产同抓共管、同步推进，确保了两手抓
两手硬两手赢。八东八西项目作为全区
今年首个复工的施工项目，为配合全省疫
情防控，项目实行封闭式管理，进场1100
名施工人员全部完成疫情防控登记备案，
完成全员核酸检测4次。

高铁新区片区内规划建设安置区16
个，其中东昌府区14个，度假区2个，总投

资约14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23万平方
米。其中已交付使用邵屯、仙庄一期、罗
庄一期、集贤新村、罗庄三期5个安置区，
共安置群众 855 户，安置面积 27.54 万平
方米，总投资11.87亿元。

“从平房瓦房里搬到楼上，生活有了
质的提高。”高铁新区张楼新村安置区居
民刘科对新生活很满意。

高铁新区西关街西延工程东起昌润
路、西至西环路，总投资19.5亿元，已完成
投资9.7亿元，规划设计了全市最长及投
资最大的地下智慧综合管廊工程。目前，
综合管廊混凝土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智
慧化安装正在进行。海源路至西环路段
道路已于2021年10月12日通车，海源路
至昌润路段跨京九铁路南水北调河高架
桥工程已开工建设，计划明年5月全线通
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