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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一企一策”为企业量体裁衣
智能化技改为阳谷企业转型发展赋能

本报聊城10月22日讯 (记者
李军 ) 10月20日，由山东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聊城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指导，阳谷县人民政府
主办，山东电子学会、山东省信
息产业协会、山东省循环经济协
会协办的山东省工业企业智能
化绿色化技改(阳谷)现场会顺
利召开，赋能企业转型升级，助
推阳谷高质量发展。

阳谷县委副书记、县长彭志
国表示，在发展过程中，阳谷县
委、县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研发创
新和技术改造，制定出台了《阳
谷县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
快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强化
企业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投入逐
年增加，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 7
家。今年筛选了50个项目列入技
改项目动态储备库,11个项目被
评为聊城市2020年百项技改重
点项目。1-9月份全县工业技改
投资增长131 . 1%，其中制造业
技改投资增长96 . 8%。希望阳谷
企业把握机遇，通过此次会议达
成合作共识，加快发展步伐。

聊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
长高峰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
来，面对突发疫情和经济下行的
双重冲击，聊城市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紧紧围绕
建设制造业强市目标，加快实施

“八大行动计划”和“六个一批
工程”，设立了技术改造奖补资
金，出台了《聊城市传统产业智
能 化 技 术 改 造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0-2022年)》，引导和支持
企业加大技改投资。1-9月份，
聊城市技改投资增长 6 7%。阳
谷经济优势突出，产业特色鲜
明，培育了铜精深加工、绿色食
品、塑料化工、光电信息和轻纺
造纸五大主导产业。今年以来，
阳谷大力实施重点技改项目带
动战略，建设了凤祥集团的智
能高效养殖一体化、华泰化工
的橡胶助剂升级改造、汉河电
缆的超高压特种电缆等一批投
资额度大、技术水平高、改造效
益好的重大项目，拉动技改投
资持续高速增长。此次会议是
继高新区、临清现场会后，又一
次“条块结合”持续推进县域和
行业智能化绿色化技改的一次
重要会议。

会上，阳谷县工信局局长周
凤举简要介绍了阳谷县企业技
改需求。中欧(聊城)人工智能产
教融合研究院、山东疆拓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烟台艾迪精密机械
股份公司、诺伯特智能装备(山
东)有限公司、济南海马机械设
计有限公司等20家智能化绿色
化技改服务商分别进行了路演，
工商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
负责同志分别对金融产品和服

务政策进行了介绍。
会议最后，省工信厅技改处

副处长燕乐政讲解了技改政策
措施。

20日下午，技改需求企业与
服务商进行现场对接，通过提问
与解答等方式，开展“面对面”免

费诊断咨询服务。现场会结束
后，智能化绿色化技改服务商将
继续留在阳谷入企开展“一对
一”免费诊断咨询公益服务周活
动，为企业把脉问诊，对实施智
能化绿色化技改的企业进行免
费咨询服务。

省工信厅技改处副处长燕乐政讲解了技改政策措施。

本报聊城10月22日讯(记
者 张同建) 尊老敬老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迎来
全国第十一个“敬老月”之际，
10月21日上午，山东省“陪伴
精灵·温暖老人”公益活动启
动仪式在莘县举行。活动由山
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省
计划生育协会和山东省老龄
事业发展基金会主办。省、市、
县的相关领导出席并现场为
计生特殊家庭老人代表赠送
了陪伴精灵设备。

据了解，该活动是山东省
“敬老月”的一项重要活动。山
东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高慧说，山东
是全国老龄人口最多的省份，
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应对老
龄人口问题任务最重。截至
2019年底，山东省60岁以上老
年人2325 . 21万，占总人口的
23 . 09%，较2018年底增长了
0 . 8个百分点。构建养老、孝
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
境，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为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老龄事
业和产业发展作出的重要部
署。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养
老观念和方式也从简单的物
质满足上升到对生活质量的
追求，老年人生活陪伴、精神
慰藉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
对一些特殊群体老人的精神
慰藉更为迫切。有数据显示，
在中国，计生特殊家庭老人

正成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群
体，他们的养老问题也引起
相关部门的重视。相比于物
质帮扶，对于计生特殊家庭
老人的精神关爱更显尤为重
要。

山东省老龄事业发展基
金会一直以关爱老年人、服务
老年人为宗旨，满足老年人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他们提供
有品质的晚年生活是义不容
辞的责任。为此，基金会推出

“陪伴精灵·温暖老人”公益
项目，将智能科技产品带进
老年人生活中，帮助老年人
摆脱孤独，提高他们的晚年
生活质量，让更多老年人共
享科技进步带来的美好生
活。“陪伴精灵 温暖老人”
公益活动自 2 0 1 9年启动以

来，以济南槐荫区为试点，面
向500名计生特殊家庭老人，
赠送了智能语音设备，满足
老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
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今
年，在总结去年活动经验的
基础上，将计生特殊家庭老
人的受助范围向省内延伸。

在随后召开的“陪伴精
灵·温暖老人”公益活动座谈
会上，聊城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魏天山、莘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李占群和阳谷县卫生健康局
党组书记董经成等分别汇报
了聊城市、莘县和阳谷县的老
年健康工作和计生协工作开
展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党
组成员、省计生协会常务副会
长于富军对聊城市县所作的
工作给予高度赞赏。

山东省“陪伴精灵·温暖老人”公益活动在莘县启动

将人工智能带进老年人生活中

为计生特殊家庭老人代表赠送陪伴精灵设备。通讯员 李艳 摄

眼下正是丰收的季节，走进阳谷
县石佛镇前洪村贫困户洪磊的家中，
庭院里郁郁葱葱的小菜园、干净整洁
的砖铺小路、肆意绽放的秋菊让小院
充满生机和希望。小菜园里萝卜、大白
菜、油菜长势喜人，让人很难想象这是
一家重度残疾人贫困家庭的院落。

“贫困户庭院提升工作以来，我
们组织村上的干部、帮扶责任人对
院子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在院子东墙
下开辟出一块菜地，由村委会免费购
买菜种，帮忙播种，贫困户对蔬菜进
行力所能及的日常照料，既美化了庭
院，又解决了贫困群众吃菜难的问

题。”石佛镇前洪村党支部书记洪旗
在洪磊家的爱心菜园前介绍说。

洪磊原是祥光铜业的一名职
工，几年前在下班途中不幸遭遇车
祸，腿部截肢造成终身残疾。“村委
给我平整出来这一块菜地，这下可帮
了我的大忙了，这些菜够我们吃一冬
天的了。”“我们在扶贫工作中，注重
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通过各级
干部的量身定制帮扶，引导群众通过
自身劳动改善生活面貌，提升生活质
量，激发贫困群众战贫的内生动力，
为高质量脱贫注入持久动力。”石佛
镇主任科员楚凤珍说。

阳谷：爱心小菜园 帮扶大作用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巾帼脱贫工
作成果，助力阳谷县脱贫攻坚收官
验收工作，近日，聊城市妇联和聊城
市女企业家协会到阳谷县联合举办
了送温暖·助力扶贫活动。为张秋镇
田堤口村、李堤口村和空石村的50
户贫困户捐赠了棉被、冬衣、挂面等
生活物品。聊城市妇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夏方，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袁焕平，部分优秀女企业家代表出
席活动。阳谷县委副书记田学超，县
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冀艳锋陪同活
动。

随后，夏方一行走访慰问了5户
行动不便的贫困户，将捐赠的生活
物品送到了贫困户家中，并与贫困
户亲切交谈，鼓励贫困户坚定信心，
克服困难，乐观面对生活。

聊城市妇联和市女企业家协会来阳谷开展扶贫送温暖活动

近期以来，阳谷县妇联通过发放
奖补资金以及开发设立扶贫公益岗
等措施，全力提升贫困群众生活水平
与居住环境，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阳谷县妇联结合贫困家庭实
际，开发设立扶贫公益岗位，通过帮
助无劳动能力家庭整理卫生等方

式，让贫困家庭与无劳动能力家庭
生活水平与居住环境都得以提升。

据了解，贫困户对开展的“双提
升”活动纷纷表示满意，并表示将继
续保持家庭卫生环境，一如既往的
支持和参与“双提升”活动，为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贡献力量。

阳谷县：多措并举助推贫困家庭“双提升”

为确保高质量、高标准通过省
市评估验收，冠县斜店乡党委政府
多措并举，全面推动斜店乡各项扶
贫工作标准再提高、基础再织牢。

一是加强业务培训，提升专业
素质能力，确保贫困户各项政策规
范落地。二是加强调度，压实责任。
斜店乡党委政府进一步压实各方扶

贫责任，进一步发挥扶贫工作专班
作用，对扶贫政策的精准把握提出
更高要求。乡党委政府每天调度扶
贫工作进展情况，确保当日任务当
日清、当日问题当日改，压实了具体
专班、具体站所、具体干部各方责
任。三是加强全媒体宣传力度，营造
脱贫攻坚浓厚氛围。 (王辉)

冠县斜店乡：步步为营决胜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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