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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供不应求
小小手工艺品受欢迎

11月22日，在兖州区特教学
校内，坐在轮椅上的伊明娥老
人正在指导张文哲等6名特教
孩子们用彩珠做十二生肖小动
物，已经上初中的张文哲是伊
明娥在特教学校的第一个学
生，尽管只学习了两个月，但是
编出的小苹果已经惟妙惟肖，
成了班级里的指导小老师，让
他获得了极大的自信。

除了教特教学校的孩子
们外，几乎每天上午，在兖州
兴隆塔文化园东南角，精神矍
铄的伊明娥老人都会坐在电
动轮椅上。轮椅前铺了一个小
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精美的
手提包、舒适的拖鞋、雅致的
花瓶、红彤彤的苹果、惟妙惟
肖的十二生肖动物……很多
南来北往路过的人，都驻足观

赏选购她的手工艺品并购买，
让伊明娥老人的手工艺品供
不应求。

68岁的伊明娥在47岁的
时候，因为一场交通事故而导
致高位截瘫，刚开始的几年伊
明娥几次想轻生，但是在老伴
和儿子、儿媳的精心照料下，
伊明娥老人情绪逐渐稳定下
来，闲下来的伊明娥让儿媳妇
到市场上买了一些线和珠子，
自己琢磨着设计了一个样，编
了几个女士包，拿到外面去
卖，没想到大家伙还挺喜欢。
从此，她就迷上了编织手工艺
品，销量也是越来越好。

愿意免费教他人
共同走向致富道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伊明娥后来加入了兖州
残疾人文化艺术协会，看到

自己的作品编入了残疾人文
化艺术作品集，心里像喝了
蜜一样甜。

随着伊明娥作品知名度
越来越高，很多市民都来购
买她的手工艺品，但是因为
数量有限，所以实现量产一
直不好实现。2016年，有个济
南做外贸生意的老板两次到
家来找她，想把伊明娥的作
品出口到国外，但由于只有
她一个人做，量上不去，满足
不了需求。

“我不保守，谁学我都
教。”伊明娥告诉记者，她想
着把她的手艺传给更多的
人，特别是下肢残疾的残疾
人等，“不能动的人理解不能
动的人。残疾人学会了，在家
里就能干，一来有个追求，二
来多少也能增加点收入。”

“我现在有两个心愿，一
是把技术免费教给更多的人
实现产品数量的增长，二是如
果有懂电子商务的，把这种手
工艺品进行一个设计和包装，

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增加产品
的附加值。”伊明娥笑着说，大
家伙都学会了，一起干，做多
了就能出口赚外汇了。

伊明娥说完自己的愿望
后，又戴上老花镜，拿起针
线，聚精会神地一针针编起
来。一根普普通通的丝线、一
颗颗五颜六色的小珠子，经
过她的巧手，又一个寓意平
安吉祥的红苹果编制了出
来，也装满了伊明娥老人心
中对美好日子的憧憬。

近日，高端人才助推“乡村
振兴”(济宁·兖州)对接研讨会
举办。本次会议设高效农业、农
业机械、现代畜牧和特色林果
业、非涉农领域4个专场对接
会，有关专家介绍研究成果情
况并与企业进行交流，现场达
成合作意向41项，签约11项。图
为山东省农科院与兖州区政府
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晋森 通讯员
张美荣 摄

本报济宁12月3日讯(记者
马云雪) 全市前10个月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投资、工业等指标
呈现波动回升势头，经济质量、
结构和效益不断改善，新经济持
续较快增长。

在工业经济方面，济宁1—
10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 . 7%，继续保持高于全
国、全省平均水平增长。分门类
看，采矿业增长2 . 8%，制造业增
长9 . 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增长8 . 0%，均快于上月
增速。分行业看农副食品加工
业、开采辅助活动增速领跑全
市，均增长50%以上；主导产业增
势平稳，纺织服装服饰业、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

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行业
增速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装备
工业增长8 . 4%。而1—9月济宁工
业效益持续向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4585 . 57亿
元、增长9 . 6%，主营业务收入利
润率为7 . 8%，比上年同期提高
0 . 8个百分点。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房地
产投资降幅收窄。其中商品房销
售面积723 . 89万平方米、增长
8 . 2%，销售额394 . 89亿元，增长
28 . 1 %。本年新开工项目1103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513个；
5000万元以上项目新增723个，
其中服务业项目215个、工业项
目490个。

市场消费方面，济宁1—10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882 . 83
亿元、增长8 . 9%，增速与上月持
平，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其中城
镇、乡村分别增长8 . 5%、9 . 8%。
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259 . 52
亿元、增长 1 0 . 4 %，商品零售
1623 . 31亿元、增长8 . 6%。

财税金融方面，1—10月济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8 . 69亿元、
增长4 .1%。

物价水平方面，1—10月济
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 . 7%，
八大类商品均同比增长，食品烟
酒上涨2 . 8%，教育文化及服务上
涨5 . 6%，衣着上涨5 . 7%，生活用
品及服务上涨1 . 8%。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 . 4%，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6 . 2%。

本报济宁12月3日
讯 (通讯员 刘祥鹏)
济宁经开区把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作为两大
重点，让更多的贫困群
众有长效增收渠道，对
有劳动能力的帮助提供
项目、参与生产、安排就
业，对不能劳动的贫困
人口通过资产收益等方
式进行帮扶。

经开区马集镇依托
山东荣宾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打造春城小镇、济
宁东运合作社打造紫薇
小镇两个现代农业产业

项目，建设了两个产业
扶贫示范基地，促进贫
困户土地流转，为贫困
户就近提供就业创业岗
位，在贫困户参与形式
上，以“带地入股分红、
土地流转收益、分散承
包经营、基地务工就业”
等方式参与基地生产经
营管理，依托基地强大
承载能力，确保基地增
产、贫困户增收、企业增
效、多方共赢；探索设立
虚拟岗位扶贫机制，为
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增收
拓宽路径。

小小小小串串珠珠编编织织轮轮椅椅上上的的致致富富梦梦
兖州老人伊明娥的巧手艺，期盼更多人免费学
本报记者 晋森 通讯员 金瑞舟

一根根普通的丝线，一颗颗五彩的珠子，在她的手中变成
了广受市民欢迎的山羊、小狗等十二生肖手工艺品，并迎来了
很好的销路。兖州区心灵手巧的伊明娥老人尽管是一名残疾
人，编制的手工艺品却受到欢迎，如今她愿意免费传授给更多
的人，一起奔向七彩的致富梦。

高高端端对对接接
党员+贫困户
553户居民脱贫

本报济宁12月3日讯
(通讯员 刘祥鹏) 济宁
经开区坚持将基层党建
工作与精准扶贫工作深
入对接融合，以党建引领
扶贫、以扶贫助力党建，
走出一条抓党建促脱贫
攻坚的有效路径。

抓党建促脱贫，就
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
标。经开区推动各级党
组织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把扶贫职责扛在肩
上，把脱贫任务抓在手
上，自觉履职、主动作
为。加强督查推进，提升

执行力。对重视不到位、
履职不尽责的及时诫
勉、限期整改，对工作不
力、成效不明显、群众意
见较大的严肃追责，用
好考核“指挥棒”。

经开区采取“企业+
贫困户”模式，与贫困户
结对提供就业岗位、市
场信息、技能培训等帮
扶，带动贫困户参与产
业发展、持续增收。目
前，党员干部积极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努力实
现“党员+贫困户”模式
带动全区553户贫困户奔
小康。

产业、就业扶贫
让他们多增收

前前1100个个月月济济宁宁经经济济总总体体平平稳稳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 . 7%

伊明娥老人教孩子串珠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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