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三年年完完成成4444家家国国企企帮帮扶扶解解困困
各协调组昨日正式进驻市属困难国企

根据《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帮
扶解困和改革发展协调组工作方
案》，按照“四个一批”的思路分类
分批推进企业改革发展，分批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

一次性安置职工解决一批。对
部分职工负担沉重、拖欠职工费用
矛盾突出、连续停产多年、盘活发
展无望又不具备破产条件的困难
企业，依法处置企业有效资产、一
次性解除劳动合同安置职工退出。

此外，依法破产和政策性破
产退出一批；战略重组发展一批；
整合资源搞活一批。

13日，在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帮
扶解困和改革发展协调组工作会
议上，明确了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帮
扶解困和改革发展协调组的工作
守则，协调组要及时将企业改革脱
困中涉及财务审计、产权转让等重
大事项如实向职工公开，企业改
制、职工安置方案必须广泛征求职
工意见，提交职代会审议。

协调组紧紧依靠企业干部职
工，提升帮扶解困透明度，及时将
企业改革脱困中涉及财务审计、
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低价确定、
产权转让等重大事项如实向职工
公开，企业改革方案、职工安置方
案必须广泛征求职工意见，提交
职代会审议通过，上报政府及有
关部门批准实施。

本报记者 陈玮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杜
洪雷 ) 13日中午，仲宫李家村
母子遇害的杀人嫌犯李世国竟
然喝了农药，打开煤气罐爆炸自
杀。在爆炸后的废墟中，历城公
安分局民警冒着危险将重伤的
李世国抢救了出来。

500人搜山

寻找嫌疑人

10月10日上午9时许，历城
公安分局仲宫派出所接到110报
警称：仲宫镇李家村两人被人发
现惨死在家中。

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
确定死者系李家村村民李某某
的妻子和儿子，两人身中数十刀
惨死在家中。在受害人墙外的梯
子上面，民警提取到受害人的血
迹和嫌疑人的物证痕迹。

经过调查，警方认定同村的
李世国有重大作案嫌疑(李世
国，男，1967年12月31日出生，家
住仲宫镇李家村)。据了解，李世
国与受害人之间存在着一些邻
里纠纷。此时，李世国已经逃离。

历城分局和市局刑警支队
等单位组织精干警力近千名全
力投入到犯罪嫌疑人李世国的
抓捕中。

专案组经过对李世国的调
查发现，李世国常年在家种果
树，不外出打工，社会关系简单，

并且经常在山上逮野兔、逮獾的
习惯，对周围的山区非常熟悉。

“现在山上有很多水果树，而且
李世国野外生存能力很强，所以
我们每天都保证有500个人来搜
山。”历城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
长房星告诉记者。

10月11日、12日，历城分局
从巡特警抽调200名警力，从分
局各派出所抽调200名警力，组
成400人的搜山队伍。同时，仲宫
镇政府组织镇干部及村民加入
到行动中来。为增加搜山范围和
搜索密度，13日，市局又从济南
市人民警察培训学院抽调80人
加入到搜山行动中。

为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历城分局联系媒体对案件情况
及李世国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报
道，同时在仲宫镇及周边乡镇张
贴协查通报。其间，有群众反映：
在李世国家附近的山上发现了
疑似李世国的人出现，以上情况
更加坚定了专案组以搜山为重
点的抓捕工作。

拧开煤气罐

制造爆炸自杀

13日中午12时许，仲宫镇双
井村一村民向搜索的民警反映：
在山脚下自家一处废弃的石头
房子内发现了一把匕首和一部
手机。获取此线索后，专案组立

即组织附近搜山的200余名警力
赶赴双井村。经过提取匕首和手
机，民警发现手机正是李世国所
使用的手机。

专案组决定，封锁双井村进
出口，逐家逐户开展地毯式搜
索，特别是针对废弃的旧房子进
行重点排查。中午12时30分许，
民警搜索至村东一处废弃房屋
时，大门紧锁。民警陈博翻墙进
入查看，发觉里面有异常声响。
陈博随即逐个房间查看。

到西边一间小屋时，陈博看
到房间里面有一个穿迷彩服的
男子，随即一把菜刀扔了出来，
险些扔到陈博脸上。他判断李世
国隐藏在内的可能性极大，随即
给现场指挥员汇报，迅速调集警
力包围此房屋。

随后，房屋里面传来了煤气
释放的声音，同时经过现场喊话
确定里面的人就是李世国。民警
靠近西屋向李世国喊话，让其放
弃继续制造爆炸的想法。几分钟
后，释放的煤气发生爆炸，西边
小屋坍塌。

历城刑警三中队副队长张
福堂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房间，迅
速拧死煤气罐，进行灭火。同时，
多名民警冲入房间将已经服农
药自杀的李世国抢救出现场，并
迅速送到最近的历城区人民医
院救治。

目前，李世国正在抢救中。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陈玮)
13日，济南市下发了《市属国有

困难企业帮扶解困和改革发展协
调组工作方案》，44个市属国企帮
扶名单公布，帮扶协调组于13日下
午正式进驻企业，力争用三年时间
基本完成帮扶解困工作。

在44个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名
单中，山东小鸭集团、一机床集
团、齐鲁化纤集团等老牌企业名
列其中，成为帮扶对象。其中，济
南洗衣机厂曾凭借享誉全国的小
鸭洗衣机成为济南轻工业的骄
傲，但上市不久，企业的经营形势
急转直下，作为集团核心产业的
小鸭电器开始走上了亏损的道
路。通过这次帮扶，企业或焕发新
的活力。

根据方案，协调组的主要职责
是帮助派驻企业理清改革发展思

路，认真研究制定职工安置、改革
发展方案，全力做好困难职工帮扶
救助，积极帮助企业改革发展。方
案规定，协调组的工作任务是“帮
发展”“帮救助”“帮改制”，力争用3
年时间基本完成帮扶解困任务。

坚持把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
力作为治本之策，坚持把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保障职工基本生活作为
帮扶解困工作的当务之急、重中之
重，采取多种形式对困难企业职工
实施救助，清偿企业长期拖欠的职
工社会保险费、工资、生活费、医疗
费、住房公积金等各项费用，并根
据困难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
行的企业改革改制方案。

据了解，市属国有困难企业
帮扶解困和改革发展协调组成员
共分八个大组、44个小组，对应44
个困难市属国企。不少企业由市
委常委或副市长兼任大组组长，
部分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兼任副
组长。每个协调小组安排2—3名
工作人员，其中不少政府部门负
责人任组长。13日下午协调组开
始进驻对应企业，进行摸底帮扶。

本报记者 陈玮

13日，在市属国有困难企业
帮扶解困和改革发展协调组工作
会议上，明确了协调组和派驻企
业的工作守则和要求。坚决杜绝

“吃拿卡要报”，严禁公款送礼、宴
请、接待。

根据要求，协调组工作人员
实行蹲点包干，确保专人专职，从
实际出发，深入企业，深入一线，
深入职工群众，全面准备摸清底
数，防止脱离实际、弄虚作假。

在廉洁自律方面，严禁接受
企业吃请，严禁在企业领取任何
报酬，严禁接受礼金、有价证券等
支付凭证和礼品、土特产等物品，

严禁向企业提出额外要求，坚决
杜绝“吃拿卡要报”等违法违纪行
为。不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工
作，防止借机办私事、谋私利；应
当回避的，应事先主动提出。

此外，要加强协调组内部监
督，组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对本组
成员遵守各项纪律要求负有领导
责任，对违反规定的人员及时给
予批评教育。

同时，也对派驻企业提出了
工作要求。派驻企业应积极支持协
调组开展工作，搞好工作对接。企
业领导班子要不等不靠，发挥主体
作用，按照发展为主、救助为辅的
原则，促进企业二次创业，防止简
单地把职工推向社会、推给政府。

协协调调组组严严禁禁接接受受企企业业吃吃请请

“仲宫母子家中遇害”追踪报道>>

杀杀人人嫌嫌犯犯喝喝农农药药引引爆爆煤煤气气自自杀杀
民警不顾危险将其救出来，目前正在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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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公费帮扶企业

协调组成员 派驻企业

第一大组（大易造纸公司）
组长：王敏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副组长：杨峰 市委常委、秘书长

齐建中 副市长

济南银星纸业有限公司
济南鲁丰纸业有限公司
济南金至纸业有限公司
济南晨光纸业有限公司

第二大组（齐鲁化纤集团）
组长：杨鲁豫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李占国 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

张宗祥 市政府特邀咨询

济南仁丰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第二棉纺织厂
济南服装公司（含6户企业）
济南合成纤维厂
中国济南化纤总公司（含济南第
一棉纺织厂）

第三大组（济南蔬菜集团）
组长：雷杰 市委副书记
副组长：巩宪群 副市长

济南天成经贸公司
济南蔬菜公司经营部
济南西市场蔬菜副食品公司

第四大组（济南投资控股公司）
组长：孙晓刚 市委常委、副市长
副组长：时文进 市委农办主任

（副市级）

山东省华联商厦
山东交电家电总公司
山东木业集团
济南美术总厂
东风汽车济南总公司
山东省纺针织品批发总公司
济南工艺美术三厂
济南破产清算事务公司（含四户
企业及破产企业遗留问题）
济南塑料工业公司
济南豪商电子公司
济南金属材料公司

第五大组（山东小鸭集团）
组长：苏树伟 市委常委、副市长
副组长：孙积港 市委市直机关工
委书记

山东小鸭集团冰柜有限公司
山东小鸭集团公司（含5户企业）
山东小鸭集团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家用电器总厂
济南螺钉厂
山东小鸭集团洗涤设备分公司
山东小鸭集团热水器有限公司
济南小鸭洗衣机制造厂

第六大组
组长：谭延伟 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
副组长：王新文 副市长

山东酒精总厂
济南周济莲花味精厂
济南印刷四厂
轻骑集团
济南第一百货公司（含弘雅公司）

第七大组（济南重机集团公司）
组长：陈勇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
副组长：张海波 副市长

重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山东电梯公司
济南重工技校实习工厂

第八大组（一机床集团）
组长：雷天太 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
副组长：李宽端 副市长

济南机床改造中心
济南金鹰机床刀具厂
济南电镀标牌厂
齐鲁锻造厂
济南白马经济总公司

民警试图将煤气罐开关拧死。 杜洪雷 视频截图

警方将重伤的嫌犯李世国抢救出来。 杜洪雷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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