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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咱长长清清产产的的鸡鸡蛋蛋要要卖卖到到香香港港去去
本报报道的80后“农产品出口哥”再传喜讯

本报12月14日讯 齐鲁晚
报《今日长清》8日报道了80后
年轻人段成努力把长清农产品
出口欧美，在长清农村艰苦创
业的事迹后，这位年轻的公司
经理倍感鼓舞，从香港又给记
者传来好消息：“感谢晚报对我

们的事业的鼓励，刚刚，我们又
为长清农产品销售找到新路
子，在香港又签下一批重要合
同，长清的鸡蛋等农副产品也
可以卖到香港了。”

济南新步长商贸公司负责
人段成告诉记者，为长清的农
产品寻找销路，是他在长清农
村创业的目的之一。除了本地
大量出产的杂粮、丹参茶等，
他还想在新的一年拓展更多
业务，为长清农村打开更广的
致富路。12月12日，济南新步

长商贸由他带领的农副产品
销售团队，早上七点动身，乘
坐三个多小时的飞机来到香
港。来不及休整，下午两点
整，他们洽谈团队的六名骨
干，正式进入香港宏安集团的
谈判室，开启了长达十几个小
时的谈判。

段成事后告诉记者，“谈判
的第一项产品涉及有机无公害
鸡蛋（不含任何激素、抗生素）
的外销，经过4轮的基础报价，
艰苦洽谈，最后以一个鸡蛋为

单价计算。在数量上也很可观，
按照合同额，可以每天供应
3000枚。”

段成说，接下来还有决明
子系列产品，如决明子枕头、抱
枕、鞋垫、眼罩等的出口。最后
终于以比较合理的价格成交。
第一批供货数量为枕头、抱枕
各1万个，鞋垫、眼罩各两万
个。随后是第三项，关于出口
脱皮绿豆黄豆黑豆、杂粮粉的
洽谈。绿豆黄豆黑豆等杂粮以
及杂粮粉最终以较好价格成

交。“整个谈判就此结束，这份
新步长2018年的第一份大合同
就此签署完毕，合同额达到
1170万美元”。

段成告诉记者，澳大利亚
厚易资本的张平先生也赶到香
港，两人洽谈了国内新三板上
市之路。“在13日上午11点整，
正 式 与 澳 大 利 亚 厚 易 资 本
CEO张平先生签署了合作协
议。这对我们也是重要的一步，
元旦后就要开启上市准备工
作。” （本报记者）

本报12月14日讯（通讯员
程玉霞） 精准脱贫，干部

扶贫是支点，社会力量是关
键。近期，文昌街道将贫困户
择因分类，全面实行“挂图作
战”，按照一户一案、一人一策
的原则，制定帮扶计划，明确
帮扶责任，落实各项帮扶措
施。

摸清家底就要对症下药。
针对因老、因病致贫的家庭，
帮扶干部通过定期慰问、日常
照顾等形式，努力提升其生活
水平和精神状态，并帮助其申
请相关政策性补贴。针对因学

致贫的家庭，除帮扶干部外，
街道还积极对接爱心企业，通
过社会关怀增强其脱贫信心。
作为爱心企业，梁氏骨科医院
承诺将资助7名贫困家庭的学
生读完高中，港基集团、富群
集团、惠好药房、灵岩宾馆、友
涵商贸等企业帮扶了21名贫
困学生，每月为他们提供400
元帮扶资金。针对部分无业贫
困户，帮扶干部帮助其寻找合
适的工作岗位，目前已为部分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就近安
排了村内企业及公益性岗位，
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难题。

文文昌昌街街道道““挂挂图图作作战战””精精准准扶扶贫贫

本报12月14日讯（通讯员
房超） 在日前结束的剑桥

大学APRC英国国际赛上，来
自长清一中“麦徳创客”航模
工作室的昌隆、齐亨通获得无
人机竞赛中学组金牌第一名。

今年5月20日，在山东建
筑大学举行的APRC山东赛
区选拔赛中，昌隆和齐亨通取
得了中国区总决赛的参赛资
格。8月5日，昌隆和齐亨通获
得中国区总决赛一等奖第一

名，应邀参加英国国际赛。
据悉，长清一中“麦德创

客”工作室现有金工木工、机
器人、航模车模、3D打印和摄
影摄像等5个分工作室，下设
航空摄影、综合事项应对处
理、器械维护维修等3个特别
小组。工作室开设了15个模块
学习，包括乐高机器人相扑、
乐高机器人巡线、3D创意设
计、FEG无人车、无人机竞速、
微电影创作等。

长长清清一一中中航航模模工工作作室室获获国国际际金金奖奖

本报12月14日讯（通讯员
刘绪忠 刘书平） 近日，长清
第一初级中学举办“法制进校
园 平安伴你我”法制教育主
题报告会，特邀省未成年犯罪
教所专家和辖区派出所民警为
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

报告会上，专家和民警结
合中学生特点及典型案例，深

入浅出地以案释法、以法论
事，向与会师生讲解法律法规
常识。在日常工作中，区第一
初级中学在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的同时，注重学生的综合素
质培养，把开展素质活动、拓
展课程建设作为学校新的办
学思路，以此增强学生的安全
意识和法制意识。

区区第第一一初初中中举举办办法法制制进进校校园园活活动动

为扩大关工委组织覆盖面，拓展工作平台，日前，长清区老
年人大学举办了关工委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仪式结束后，与会
人员一同观看了精彩文艺演出。 本报通讯员 王帅 摄

区区老老年年人人大大学学关关工工委委成成立立

济 南 峰 逸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91370113MA3DQWQ094）经股东会决定，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请清偿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公公告告

本报12月14日讯（通讯员
孟祥江 张娟 马月炫）

今年以来，长清区五峰山街道
积极引导辖区企业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推进特色产业园区建
设，工业经济呈现出良好发展
势头。截至目前，该街道国内生
产总值完成17亿元，增长12%；
地方财政收入完成4553万元，
增长27 . 6%；招商引资完成5亿
元，增长19%,主要指标增速均
居全区前列。

今年年初，五峰山街道精
心谋划，大力实施品牌带动战
略，逐步推进特色产业园区、产
业基地和专业化市场建设。宏
达集团原是一家小型压力容器
企业，经过近20年的发展，宏达
的产品如今已进军海外市场，
出口到美国、尼泊尔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在产业转型中，山
东华昱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
现已发展成为集科研设计、生
产加工、安装调试于一体的大
型压力容器制造企业。目前，北
辰、宏达已成立了省级研发中
心，鲁润、华昱成立了市级研发
中心，企业生产自动化程度和
产品技术含量不断提升，知名
度不断提高，为进一步开拓海
内外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五峰山街道围绕压
力容器支柱产业，挖掘鲁润、华
昱、浩特等骨干企业的潜力，辖
区内有7家企业先后扩建提升，
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构筑起
工业经济的“发展高地”。其中，
鲁润投资2700万元扩建了3000
平米智能制造车间，国辰投资
6300万元新建了6500平米生产

车间及4500平米科研办公楼。
两家企业正式投产后，年产值
将达到2亿元，税收达到1100万
元。

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要依靠
科技创新，加强企业技术改造，
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五峰山街
道以科技创新为抓手，积极推
进辖区企业新旧动能转换，鼓
励企业将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
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推动企业经济向高端、高质、高
效发展。目前，该街道已有5家
企业与山东大学、齐鲁工业大
学等高校建立了校企合作关
系，双方开展应用关键技术、共
性技术攻关，提高科技成果转
化率，产品实现由低端向高端
迈进，推动制造业提档升级。

本报12月14日讯（通讯员
王磊 肖传颖） 日前，长清

区城管（执法）局按照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要求，强化督导巡查，
全力推进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

深入开展建筑渣土运输
专项治理，严查渣土运输单
位及车辆违法违规行为，严

格冬季建筑渣土处置运输审
批，加强倾倒末端扬尘管理。
深 入 开 展 道 路 保 洁 控 尘 行
动，提高作业质量，对辖区主
次道路、重点区域加强机械
化保洁力度，控制道路扬尘
污染。

深入开展餐饮油烟机露天
烧烤专项整治，按照“部门指

导、属地管理、条块结合、分类
治理”的工作思路，有效整合职
能部门，全面推进餐饮油烟和
烧烤整治工作。积极应对重污
染天气预警，落实应急响应措
施，出台《济南市长清区城管系
统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预案》，
按照预警级别及时启动应急应
对措施。

12月13日，长清职专特邀山东亚太礼学文化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为学生举办了一场成人礼活动，旨
在教授学生传统礼仪，接受礼仪熏陶，成人励志，同时弘扬优秀文化，为成人礼注入新的时代精神。

本报通讯员 陶宏伟 孟庆柏 摄

创创业业路路 致致富富经经

五五峰峰山山街街道道工工业业经经济济““换换挡挡提提速速””
今年截至目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近三成

区区城城管管局局综综合合治治理理冬冬季季大大气气污污染染

成成人人礼礼弘弘扬扬传传统统文文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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