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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路是民心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好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四好农
村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建设农村
公路重要意义的认识，聚焦突出问
题，完善政策机制，既要把农村公
路 建 好， 更 要 管好 、 护好 、 运营
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
障。

农村公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重要环节。我国发展农村公路的
根本目的是助力农民脱贫致富，加
快实现农业现代化。随着农村物流
业的发展，城乡互动日趋频繁，农
业机械因为有更多更好的农村公路
而容易使用，可以将农业生产的诸
多环节组成一个产业链，还可以全
面促进乡村振兴。
农村公路是民心路。路通

了， 可 以 为工 业 品下 乡 、农 产 品
进城 打 开 通道 ， 还将 乡 村的 风 景
拉近 到 城 里人 眼 前， 比 如开 展 乡
村旅 游 增 加农 民 收入 。 依托 农 村
公路 发 展 起来 的 城乡 客 运， 让 广
大村 民 触 摸到 城 市文 明 的温 度 。
农村 公 路 越长 ， 城乡 之 间的 距 离
越短。
高速公路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
的速度，农村公路见证了中国社会

发展的深度。随着农村公路的不断
完善，物流网络包括电商延伸到乡
村街道，大大方便了村民购物。
我 国 农村 公 路里 程 约占 全 国
公路总里程的87%，相对于发挥主
动 脉作 用 的国 省 干线 ， 农村 公 路
就 是发 挥 “微 循 环” 作 用的 毛 细
血 管。 农 村公 路 作为 公 益性 基 础
设 施， 对 扶贫 工 作也 是 一个 有 力
支撑。

前11月我省共为劳动者追发工资7 . 17亿元

政府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年底前清零
本报济南讯 12月23日，省就
业和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12个成员
单位联合召开2018年春节前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视频会议。记者
从会上获悉，1至11月，全省共查
处欠薪案件1 . 3万件，为劳动者追
发工资等待遇7 . 17亿元，同比分别
下降12 . 8%和11 . 3%。近期，省委、
省政府将组成督查组，赴部分重点
地区进行专项督查，重点检查政府

投资工程项目欠薪等问题。
今年以来，我省加大对欠薪突
出问题的整治力度，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高发、多发的势头进一步得
到遏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压力依然很大，形势依然严
峻。”省人社厅厅长韩金峰表示。
下一 步，我省各地 将组织精干力
量，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
加工 制造、餐饮服 务等行业为重

点，对本区域内所有企业和在建工
程项目进行拉网式全面排查；对工
程建设项目特别是政府投资工程项
目和其他发生过欠薪的企业，要做
到一个不漏、逐一排查，确保在2017
年12月底前实现政府项目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清零，
为社会做出表率。
会议要求，涉及工程建设领域
的，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
等部门要督促工程承包企业、劳务

分包公司依法清偿，不得以工程款
未到位为由拖欠农民工工资；对因
建设单位或工程总承包企业违法发
包、转包和违法分包导致拖欠工资
的，要责令建设单位或工程总承包
企业直接承担清偿责任。对其他企
业发生的欠薪问题，要责令企业在
2018 年春节前限期解决，经责令改
正逾期不改的，要依法从重给予行
政处罚。
（徐超超 张春晓 范粟）

怀揣畜牧兽医技术很吃香

山东牧院毕业生人均有6个岗位可选择
农村大众报潍坊讯 （记者陈
建志 通讯员王洪涛 申大盟）这
边，数百家单位虚位以待，开出优
厚待遇，招聘人才，求贤若渴；那
边，毕业生们气定神闲，不紧不慢
挑选岗位——
— 怀揣畜牧兽医技术的
人才真吃香。这是12月16日在潍坊
市举行的一次畜牧兽医类招聘会，
留给农村大众报记者的印象。
当天，山东省2017年高校毕业
生畜牧兽医类就业市场暨山东畜牧
兽医职业学院2018届毕业生就业双
选大会在潍坊富华国际展览中心举

办。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360多家用
人单位，为该院3000余名毕业生提
供了19138个就业岗位，供需比例达
到1：6。
在现场，广东海大集团、新希
望六和股份公司、温氏集团、牧原
食品股份公司、鲁南制药集团、山
东凤 祥股份公司、 嘉吉投资（中
国）有限公司、双胞胎集团、江苏
益客集团、兖州市绿源食品公司等
中国500 强企业、大型企业、农业
产业 化龙头企业， 纷纷以高额年
薪、保险补贴、培训晋升、优厚安

置条 件和极具潜力 的职业发展空
间，向毕业生抛出橄榄枝。
记者从双选大会现场了解到，
现代 畜牧业已进入 机械化、智能
化、信息化时代，一个人可以轻松
养殖10万只鸡；现代化的养殖场，
环境干净整洁。这些变化完全颠覆
了传统畜牧业的形象。随着畜牧业
转型升级和农业现代化推进，怀揣
畜牧兽医本领的人才工作环境优、
技术含量高、薪酬待遇好。
为什么企业青睐山东牧院毕业
生？山东牧院院长李学太从教育教

学改革层面道出了其中的“秘
诀”：该院多年来坚持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产教融合，深入开展校
企 一体化办学、实 施现代学徒制
度，大大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李
学太说，该院紧紧围绕畜牧、食品
产业链强化专业建设，建成了“从
牧 场到餐桌”的全 产业链专业体
系，累计为农牧行业培养专业技术
人才8万余名，成为全国最大的畜
牧兽医人才培养基地，为山东成为
全国第一畜牧大省、为现代农牧经
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要大力推进交通精准扶
贫脱贫，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对外
骨干通道建设和内部通道连接，加
快剩余乡镇、建制村通硬化路，创
新农村客运发展模式。同时，还要
多修一些村民少花钱和不花钱的实
惠路，让农村公路成为“走得快、
走得好”的通畅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阳光路。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山东
“透明海洋”
科技创新工程
填补两项国内空白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兰
姬慧）12月25日，记者从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山东“透明海洋”科技创新工程取
得阶段性成绩，成功研制出4000米
深海自沉浮式剖面探测观测浮标等
内容填补了两项国内空白。
据了解，2014年，山东省科技
厅率先启动实施“透明海洋”科技
创新工程，该项目由青岛海洋国家
实验室承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透明海洋”工程相关课题获得了
超过6亿元科技资金支持。
“通俗来讲，
‘透明海洋’科技创
新工程就是通过一系列科学手段实
现目标海域的‘看得清，查得明，报
的准’。”山东省科技厅巡视员徐茂
波介绍。据悉，目前，
“透明海洋”科
技创新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绩：成
功研制出4000米深海自沉浮式剖面
探测观测浮标（Argo），使我国具备
了对全球海洋4000 米持续观测能
力，填补了国内剖面循环探测技术
方面的空白。成功研制了4000米海
深电磁采集站，完成海底大地电磁
数据采集试验，填补了我国在深海
电测探测方面的空白，使我国成为
美、
德、日之后第四个有能力在水深
超过3000米上海域进行海上电磁场
测量和研究的国家。

交警自拍10部短片

石佛镇网格化监管防火禁烧工作
农村大众报阳谷讯 (通讯员
郭学永) 当前正值冬季干燥，为确
保实 现“不燃一把火 ，不冒一处
烟，不现一处黑斑”的“零火点”
目标，石佛镇采取多项强有力的措
施。
一是实行网格化监管。镇领导

包片，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
组干部包户、包地块、包路段的秸
秆禁烧网格化监管责任体系，层层
签订责任书；成立6 个分指挥部，
各办公室保留1名值班人员，实行
24小时不间断巡查，昼夜坚守确保
地块有人看、道路有人守;一旦发现

火情，确保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二是宣传发动。利用张贴标语、
广播、悬挂横幅、流动宣传车等形式
进行宣传，大力宣传禁烧形势、综合
利用好处、收割要求、处罚措施等，
提高群众意识，提前在全镇营造起
不敢烧、不能烧的氛围。

北海“三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员
张秀华) 今年，滨州北海经济开发
区先后开展了“作风建设年”“项
目落地年”等活动，持续推进作风
建设，推动作风建设见常态、见长
效，打造了“过硬的作风、优良的
营商环境和项目快速落地”的“北
郯城农商银行
开展“送温暖，送服务”下乡活动
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践行普
惠 金融理 念，郯 城农商 银行，开展
“送温暖，送服务”下乡活动，用切实
行动保护当地群众的合法权益。
一是积极向公众介绍了非法集
资的危害及惯用伎俩，提醒消费者
看清非法集资高息利诱的陷阱，抵
制远离非法集资，保护财产安全；二
是推广特色金融产品，
“安居贷”
“拥
军贷”
“ 园丁贷”等贴近百姓生活的
金融产品被熟知，为更多人发家致

海模式”。
该区坚持创新工作推进制度，
推行 清单列表工作 法，工作项目
化、项目清单化、清单时限化、时
限责任化，每个领导、每个单位、
每个人都列出项目任务清单，标旗
推进，销号管理。该区坚持完善议

事决策程序，加强政府投资工程监
管。一项工程预算，同步交政府投
资评审中心和委托的中介公司双线
评审，互为佐证后，再交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进行招投标。
该区坚持底线思维，强化红线
意识。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区党工

富提供了原始启动资金。三是以案
说法，以案例向公众介绍国家出台
的一系列失信惩戒措施，充分认识
到失信后的严重后果，倡导“珍惜信
用记录，享受幸福人生”理念。今后，
郯 城 农 商银 行 将继 续 牢记 职 责使
命，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深耕
三农，积极投身于当地社会经济的
发展中。
(魏宗坤)
东明县东明集镇段末营村
被认定为淘宝村
段末营行政村位于东明县东明
集镇政府西南4 公里处，该村现有

227户1250人。耕地面积2000亩。该
村充分发挥东明县“书法之乡”人
才优 势 ， 艺术 商 品化 ， 商品 产 业
化，产品多元化，在书法的基础上
开发生产各类装饰画、电表箱装饰
画等系列产品，形成加工、装裱、
销售一条龙，该村有专业的装饰画
生产加工基地，年产装饰画可达到
1200余万套，带动了村内126名困难
群众就业。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
兴起，2017年段末营村利用电商平
台淘宝网店数达到了76家，预计电
商销售额达到了2900万元，成为远

三是督查落实。成立2 个督查
小 组，负责对各行 政村指挥部成
立、方案制定、宣传动员、网格化
管理、灭火工具配备等情况进行督
查，督促各行政村干部真重视、真
行动、真落实，切实做好一切准备
工作，对因工作不力、措施落实不
到位发生焚烧秸秆的，将从快、从
严、从重处理，决不姑息迁就，为
打赢今冬明春防火禁烧工作奠定基
础。
委、管委会形成了“既要快速发展
的 高效率，又要安 全健康的新模
式，既要保证项目落地，又要突出
绿色发展”的辩证发展观，提出坚
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廉政建设
“三条底线”，把发展事项用“三
条底线”进行衡量和约束。污染企
业不落，带病设备不运转，不合格
人员不上岗，达成了“安全就是效
益 、环保就是未来 、廉政就是保
障”的共识。
近闻名的书法艺术、装饰画生产加
工的艺术专业村。 （王恩标）
城西街道严格执法
促进地区安全生产
淄博市博山区城西街道安监站
一 直将 安 全生 产 工作 作 为重 中 之
重，在督导企业创建安全标准化的
同时，狠抓安全执法检查，截至11
月中旬，共执法检查企业56家次，
查出隐患219条，下达整改指令书56
份，简易处罚决定书21份，一般程
序处罚26家，行政罚款29 . 11万元。
通过一系列执法活动，促使企业将

宣传交通安全
农村大众报沂南讯 （通讯员
孙全军 宋明慧)近日，沂南交警
大队自筹资金，聘请专业人士拍摄
了10部交通安全公益宣传短片，向
社会广泛宣传发布，进一步提升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的效果和针对性，
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该大队拍摄的这些宣传短片，
以驾驶人最常见、安全隐患最突出
的“酒后驾驶”
“超速行驶”
“分心驾
驶”等10类交通违法行为为题材，运
用沂南人做演员、沂南的景观作背
景，
采用写实的风格，
真实再现交通
违法的严重危害，让社会公众切实
体会到在车祸面前生命的脆弱和事
故的残酷。该县汽车运输公司驾驶
员付长江在看完这些短片后，深有
感触地说：“这些交通安全宣传短
片取材于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看了
以后，对我触动很大。今后一定不
能违法驾驶。”
安全纳入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使他
们意识到重视安全就是为企业创造
效益，为城西街道稳定起到了重要
作用。
（梁韬）
古岘镇四举措严把年末安全生产
为确保年底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
平度市古岘镇“四举措”持续深入
推动全镇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坚
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欧文洁)

遭购销金桥
此栏目主要是为征订
《农村大众》订报户服务
的。只要把订阅2018 年农
村大众报全年的订报收据
(复印件)寄到报社，就能
免费刊登5次供求信息，每
次字数不超过60字。非本
报订户每条供求信息不超
过80字，每字1元。
邮寄地址：济南市泺
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25
楼农村大众报
收件人：姜玉敏
电话(微信)：13506401282

●供果树苗
葡萄、苹果、蛇果、核桃、
桃、梨、杏、石榴苗及三至五年
大苗。
自1984年建场以来，所育
品种真实、先进、信誉卓著。场
长师顺奎(高级农艺师)被评为
乡县优秀科技工作者，市省全
国科技致富能手。电话：
053183611353 手机：
13455156327
章丘市龙山街道黄桑院村
●海花号花生种：果大、
仁 大，可出 口 创 汇。油炸 、食
用、路子宽。抗病、抗到，亩产
600-800公斤，30多个品种，春
夏可中，适宜性广。寻繁种基
地，
代理销售。
海阳市培轩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电话：
13964537217

注销公告
淄博源圣商贸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任
英强、任明雷、张光宝组成，请
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任英强
联系电话：
13287021888
联系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沂
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西河北村

遗失声明
淄博源圣商贸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副本不慎丢失，税号：
370323312728850，
特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山东省英泰贸易公司，
注册
号：
3700001804668，
于2017年12月5
日经股东会决议解散、
注销，现
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
由庞玫、靳秀娟、董晓青等人组
成，
请有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联系人：董晓青 联系电话：
13064083638 地址：济南市山
大路204号精诚商务中心
山东省英泰贸易公司清算组
2017年12月26日

遗失声明
济南友辉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税号370103307113237)税务登记
证副本丢失，
声明作废。
冠县利山物流有限公司
法人名章邵成平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德州市陵城区丰汇种植专
业合作社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
税号371421348931316，
声明作废。

公告
2012年11月22日
17时在东平县接山镇
齐村村西桥头旁捡
拾一名女弃婴，姓名
徐 菲 菲 ，出 生 日 期
2012年11月22日，身体健康，无
随身携带物品。请孩子的亲生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
件与我局0538-2839915联系，地
址：东平县东平街道西山路64
号。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
子将被依法安置。
东平县民政局

本报刊登种
植 养 殖 、招 商 、合
作加盟，营业执照
等各类证件挂失，
注销公告等。
联系电话：
0531-85193519
13506401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