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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乡村教师，助力精准
脱贫。4月21日上午，来自栖霞
杨础平安希望小学的39名女教
师手持体检卡，来到位于开发
区的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进行
体检。“感谢烟台平安人寿这么
关心我们乡村教师，让我们可
以免费地进行体检，享受全方
位的医疗服务。”刚刚体检完的
栖霞杨础平安希望小学的牟老
师如是说。

平安希望通过此次公益项
目，用全面的体检，为教师们消
除健康隐患，并提供后续大健
康服务，让她们更好地从事教
育工作。让杨础希望小学女教
师感到暖心的，正是平安对乡
村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的确乡村教师是实现教育
脱贫的最重要的力量，只有持
续关注和关爱乡村教师，才能
让他们更好地扎根乡村，潜心
教育，阻止贫困代际传递。

当然，用教育的力量助力
农村脱贫攻坚，只是中国平安
在社会公益事业领域“深耕细
作”的一个缩影。助力精准脱
贫，中国平安还在不断加码。
今年初，中国平安宣布从2018
年开始，启动总扶贫投入为100

亿元的“三村工程”，针对“村
官、村医、村教”的三个方向，
实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
育扶贫，借此帮助贫困村民找
到 脱 贫 之 路 ，得 到 脱 贫 之

“渔”。值得一提的是，平安的
“三村工程”将自身科技创新
和研发实力积极应用于扶贫
本身，不断提升扶贫的效率和
精准性。

具体来说，“村官”计划，旨
在“贫有所助”，即实实在在帮
助村集体做实产业，帮贫困户
自力更生。产业是乡村经济的

“发动机”，是村民增收的“摇钱
树”，产业扶贫，是脱贫的必由
之路。在贫困地区，有一大批扎
根乡村，勤勤恳恳帮助村民摆
脱困境的村干部，或许因为缺
少金融支持，面临有合适项目
无资金实施的窘境。平安将为
全国所有贫困地区的“村官”提
供1000亿元免息贷款，将“输
血”扶贫转变为“造血”扶贫，助
力贫困村产业升级，实现根本
性脱贫。

“村医”计划，愿“病有所
医”。旨在让乡村家庭健康有托
付，让乡村居民看病不再难。从
今年开始，平安将在贫困地区

新建和升级1000家乡村诊所，
完善乡村诊所认证标准、医疗
设施，改善诊疗条件。同时，平
安将通过“平安好医生”等线上
平台，投入资源，在全国中心城
市动员、招募、资助各专科优秀
医生、医疗专家，上山下乡或通
过远程，为全国10000名贫困偏
远地区的乡村医生，提供现场
专项课程、远程培训和义务讲
座等，提升乡村医疗服务能力，
提高贫困地区农民健康水平。

“村教”计划，愿“学有所
教”。旨在让农村孩子享受到更
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带着梦想
飞得更高更远。从今年开始，平
安将为全国1000所贫困地区的
乡村小学提供图书馆和电教室
等硬件设施，改善教学条件，积
极组织支教活动。同时，将打造
专门的村教扶贫互联网平台，
动员、招募、资助全国中心城市
优秀教师、教研专家，上山下乡
或通过远程，为全国10000名贫
困偏远地区的乡村教师，提供
现场专项课程、远程培训和义
务讲座等，提升乡村小学的教
学和管理能力，提高贫困学生
受教育水平，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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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平安人寿为39名贫困教师免费体检

2018年是打好精准扶贫
攻坚战的关键之年，烟台市
福山区以精准识别、精准荐
岗、精准扶持、精准援助“四
个精准”为主要工作措施，全
力推进贫困劳动力通过就业
创业实现脱贫。

摸清底数，精准识别。按
照“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要
求，对全区建档立卡的贫困人
员就业能力、意愿和培训需求
等情况逐户走访、逐人摸底，
逐一登记。做到培训愿望、就
业愿望、人员基本情况“三
清”，共梳理排查有劳动能力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306人，
并将他们的基本信息和岗位
需求进行汇总，建立台账。

搭建平台，精准荐岗。福
山区人社局积极把握大批重
点项目落地的契机，广泛收
集企业招聘岗位信息，通过
网络、微信等多种手段宣传
招聘会及有关政策。4月20日
上午，联合区扶贫办举办“精
准扶贫到户到人·就业援助
齐心脱贫”专场招聘会，邀请
矢崎汽配、康乐达食品等知
名企业90家，提供1300多个
一线普工就业岗位，吸引应

聘者570多人，现场初步达成
就业意向的有195人。

量身定做，精准扶持。对
具有劳动能力并有意愿通过
自己的劳动改变现状的农村
贫困人口，通过分期分类进
行有针对性地就业创业培
训，免费组织开展创业培训，
并提供开业指导、项目推介
等免费服务，帮助贫困人口
至少掌握一项就业创业技
能，并给予一定的扶持。目
前，通过残疾人扶贫项目，累
计投入117万元，帮扶500余
人次，为残疾人贫困户提供
创业机会。

落实政策，精准援助。福
山区扶贫办把政策落实作为
精准扶贫、真心帮扶的关键
举措，召开公益专岗扶贫专
题工作会议，对岗位设置、资
金来源、岗前培训和岗位管
理等具体事宜广泛征求镇街
和部门的建议，并制定符合
工作推进方案。目前，共有
104名贫困人员到岗到位，有
效实现贫困家庭增加收入，
做到人尽其才、人岗相适，真
正提升贫困群众的“造血功
能”。(通讯员 李世波)

烟烟台台市市福福山山区区
““四四个个精精准准””推推进进就就业业扶扶贫贫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孙
芳芳) 26日上午，中韩(烟台)高
新技术成果推介会在东山宾馆
举行。记者从推介会现场了解
到，开幕式当天共有17家企业与
韩方达成合作意向，并进行了
签约。省科技厅厅长刘为民，市
委副书记、市长张永霞，中国科
学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程，
韩国技术风险财团总裁白熙
基，韩国生产研究院中国办事

处所长金范镛等出席开幕式。
刘为民在致辞中表示，山

东和韩国隔海相望，在经济、科
技上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大、合
作空间广阔。当前，山东正在加
快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积极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
外开放，通过全面落实科技创
新领域“国民待遇”政策，努力
吸引国际高层次人才、高水平
科研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到山东

创新创业。真诚欢迎韩国科研
机构、创新性企业到山东开展
研发，进行成果转化，实现互惠
互利、共赢发展。

张永霞在致辞中表示，烟
台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按照“两个走在前列、一个全
面开创”要求，全力建设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核

心区。烟台将充分发挥对韩合
作综合优势，紧紧抓住中韩(烟
台)产业园建设的重大机遇，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搭建桥梁
平台，做好服务保障，推动韩
方先进技术成果在烟台转化
落地，为韩国企业在烟发展创
造有利条件。

据悉，中韩(烟台)高新技术
成果推介会由山东省科技厅、
烟台市人民政府、韩国技术风

险财团、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
共同举办，推介会以“合作共
赢、动能转换”为主题，韩方科
研机构带来了现代化工、高端
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医养
健康等领域190余项高新技术
成果，全省106家企业参与对接
洽谈。开幕式当天共有17家企
业与韩方达成合作意向，并进
行了签约。

中中韩韩高高新新技技术术成成果果推推介介会会举举行行
17家企业与韩方在烟台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约

本报 4月 2 6日讯 (记者
孙芳芳 ) 4月26日上午，

烟台市政府与省科技厅举
行山东省生物诊断技术创
新中心揭牌暨建设协议签
订仪式。省科技厅厅长刘
为民，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永霞共同为中心揭牌。副
市长王晓军、省科技厅副
厅长李储林签署《关于共
同支持山东省生物诊断技
术创新中心建设协议书》。

山东省生物诊断技术创
新中心是我省首批试点的五
家技术创新中心之一，依托
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精准医疗科技园区。中
心将瞄准国内外生物诊断领

域科技前沿，突破艾滋病、恶
性肿瘤早期诊断、智能化现
场快速检测、自动化临检设
备等生物诊断领域的前沿和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形成一
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技
术、新产品，推动生物诊断技
术创新实现新突破。

根据市政府与省科技厅
共建协议，双方将全力扶持中
心项目，在科技资源、政策环
境等方面提供支持，将中心打
造成为国内外生物诊断领域
重大关键技术供给源头、创新
创业孵化载体、科技成果转化
中心、高层次人才聚集高地和
科技交流合作平台，争创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

山山东东省省生生物物诊诊断断
技技术术创创新新中中心心在在烟烟揭揭牌牌

烟烟台台多多个个项项目目、、企企业业入入选选
省省建建筑筑业业改改革革发发展展试试点点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裴金鹏) 为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

国办发〔2017〕19号文件促进建

筑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省

住建厅近期下发通知，公布山

东省建筑业改革发展试点地

区、试点项目和试点企业名单。

烟台市入选3个单项试点、24个

试点项目及35个试点企业。

滨滨海海北北路路大大修修即即将将完完工工
25日，记者从市城管局市政处了解到，滨海北路道路大修工程已进入道路面层的细粒式沥青摊铺

施工阶段，预计4月29日前完工，工期较计划提前，将为市民和游客“五一”假期提供方便的出行条件。随
着道路大修工作的持续推进，后续将对大海阳路北段、迎宾路、通世路、解放路、西炮台东路、魁玉南路
等道路进行大修施工。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杜晓丹 通讯员 王为超 田晓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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