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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当前，我国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
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凝聚起更为强大、更
为持久的科技创新力量。

李克强说，要面向建设科技强
国，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完善多元化
投入机制，促进基础科学与应用科
学相结合，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面
向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加快攻
克关键共性技术，解决好产业发展

“卡脖子”问题。面向增进民生福
祉，开展重大疾病防治、食品安全、
污染治理等领域攻关，让人民生活
更美好。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深度
融合，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
速成长。

李克强指出，企业应成为技术
创新的主体，要落实和完善支持企
业创新投入的政策措施，引导各类
技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科技创
新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必须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健全创新激励机制，赋
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
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真正让
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名利双收，涌现
更多国际领先创新成果。

李克强说，要弘扬创新创造精
神，提升创新供给能力和效率，促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推动国
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科学数据和
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深化国际合作，主动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打造世界创新高地。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主持大
会时说，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获
奖者为榜样，胸怀祖国，心系人民，

敢于担当，勇于超越，勇敢肩负起建
设科技强国的时代重任。我们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
道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宣
读了《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王泽山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
言。

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
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出席大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

薛祥、许其亮、陈希、黄坤明、沈跃
跃、杨晶、万钢。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有关方
面负责同志，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
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
成员和首都科技界代表等共约3300
人参加大会。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
选出 271 个项目和 9 名科技专家。
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
家自然科学奖 35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3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6 项，其中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62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0项，其
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21项（含创新
团队3项）、二等奖146项；授予7名
外籍科技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
科学技术合作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
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根据《滨州市特困家庭救助基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滨政发〔2015〕20号）和《滨州市市级特困家庭救助基金救助
实施细则》（滨民〔2017〕3号）文件规定，经过摸底、调查核实、市特困家庭救助基金管理使用领导小组审议，2017年拟
救助特困家庭21户，现将名单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如有异议，请联系市民政局。

联系电话：3172156。
滨州市民政局

2018年1月9日

2017年滨州市特困家庭救助基金
拟救助对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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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救助对象

尹洪光

孙茜

张海涛

李月峰

李守连

刘影

谷霞

高红鹏

黄文哲

成波

侯恺

张真真

位海燕

代大房

王艺霖

张秀红

马秀铎

盖文华

刘雅亮

王健康

郭爱平

家庭住址（工作单位）

市糖酒站

滨城区渤海五路794号

市锻压机械厂

城建集团

市儿童福利院

印刷厂南宿舍院

魏桥创业集团

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南杨居委会

滨州市瑞恒染织有限公司

邹平县码头镇成集村

一棉宿舍

海德曲轴厂

邹平县码头镇赵家村

高新区小营办事处代家村

滨城区黄河六路516号

邹平县九户镇草于头村

北海新区马山子镇马山子村

滨州交运集团

滨城区黄河五路316号

市铸锅厂

外贸食品公司

致困原因

鼻咽癌

乳腺癌

白血病

尿毒症

肾移植

尿毒症

肺癌

尿毒症

白血病

肺癌

直肠癌

尿毒症

肾移植

淋巴瘤

白血病

多发性骨髓瘤

直肠癌

结肠癌

白血病

肺癌

乳腺癌

近日，市慈善总会对近期申请贫困老年人慢性病救治扶贫项目的对象进行了调查核实，拟救助21人，现予以
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如有异议，请与市慈善总会联系。

联系电话：3172156。
滨州市慈善总会
2018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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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美荣

王观下

柴文和

王林江

位林红

赵俊英

刘延泉

王玉金

唐秀英

王世猛

胡青贵

张令云

支华堂

苏其学

张保英

李玉风

李长友

刘俊英

杨玉勤

闫福英

圣成娥

家庭住址（单位）

惠民县麻店镇毛家村

惠民县麻店镇王家店子村

惠民县麻店镇毛家村

惠民县魏集镇王东沙村

惠民县清河镇楼子孙村

惠民县清河镇楼子孙村

惠民县辛店镇刘彬村

惠民县孙武街道郭尹二村

惠民县大年陈镇四源新村

惠民县大年陈镇油坊村

惠民县桑落墅镇胡家村

惠民县桑落墅镇胡家村

惠民县桑落墅镇胡家村

开发区沙河办事处苏学官村

惠民县桑落墅镇胡家村

惠民县魏集镇翟家寺村

惠民县麻店镇前李家村

惠民县麻店镇前李家村

滨城区秦皇台乡后杜村

惠民县辛店镇刘家庙村

惠民县辛店镇刘家庙村

困难类型

五保户

五保户

五保户

低保户

低保户

低保户

五保户

五保户

低保户

低保户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低保户

低保户

低保户

低保户

低保户

五保户

五保户

低保户

其他贫困家庭

其他贫困家庭

病种

颈椎病

肺心病

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间盘突出症

肺源性心脏病

脑梗死

脑梗死

脑梗死

脑梗死

脑梗死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间盘突出症

肺源性心脏病

腰椎间盘突出

腰椎间盘突出症

肺炎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脑梗死

2017年第四季度贫困老年人慢性病救治扶贫项目
拟救助对象公示

2017 年 12 月份，12345 政务服务热
线受理群众诉求 9106 件。按来电性质
分，咨询类占 36%，求助类占 60%，投诉
类占 3%,建议类 1%。各县（区）、市直
各单位及时做好承办工作，处理群众
反映的各类问题：

1.协调处理居民生活方面的问
题。市住建局协调解决观湖花园、区
农信社宿舍、中兴瑄嘉名都等小区业
主反映的天然气压力不足的问题。市
城管执法局协调维修黄二与渤十三、
黄六与渤七路段损坏的下水道井盖。
滨城区调查处理吕某、王某反映的居
委会收取小区供水管道改造费用较高
的问题。沾化区协调解决李某反映的
小区停电的问题。惠民县调查处理某小
区业主反映的供水压力小的问题。阳信
县协调燃气公司开通某小区的天然气。
无棣县调查处理张某反映的小区停水的
问题。博兴县协调解决王某反映的天然
气供气压力小的问题。邹平县调查处理
和泰馨苑、天成苑、锦绣华城等小区居民
反映的供水压力不足的问题。滨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调查处理某小区电压不稳
定频繁停电的问题。

2.协调处理三农方面的问题。滨
城区调查处理秦皇台乡张某反映的燃
气改造施工破坏麦苗未赔偿的问题。
沾化区调查处理下洼镇王某反映的未
发放占地补偿款（建设青津高速）的问
题。阳信县调查处理金阳办事处某村
民占用村集体排涝池塘建房的问题。
无棣县协调清理佘家镇郭某家中的蓄
粪罐。博兴县协调解决乔庄镇某村委
会拖欠王某的工资。滨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调查处理杜店办事处梁某反映的
拆迁房未交付使用的问题。

3.协调处理城乡供暖方面的问
题。市住建局调查处理部分小区业主
反映的供暖温度不达标问题；协调解
决梁才办事处某小区业主反映的未供
暖的问题。滨城区调查处理张某反映
的居委会强制收取供暖保证金的问
题。沾化区调查处理某小区业主反映
的停暖问题。惠民县协调解决某小区
多名业主反映的夜间停暖的问题。无
棣县调查处理海丰办事处杨某反映的
天燃气未接通影响取暖的问题；协调
解决西小王镇陈某反映的某小学未供
暖的问题。博兴县协调解决王某反映
的小区未供暖的问题。邹平县调查处
理经济开发区某小学未供暖的问题。

4.协调处理城市管理方面的问
题。市城管执法局协调解决多名市民
反映的洒水车降尘致使路面结冰的问
题。滨城区调查处理某广场 LED 显示
屏夜间灯光、噪音扰民的问题；协调清

理某小区北门堆积的垃圾。沾化区调
查处理实验中学部分商铺油烟扰民的
问题。无棣县调查处理柳堡镇商业街
某快餐店私自搭建板房经营的问题。
博兴县调查处理某幼儿园附近商贩占
道经营的问题。邹平县调查处理韩店
镇两家洗车店占用绿化带清洗车辆的
问题。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查处理
渤二十一（黄二至黄五路段）某工地施
工噪音扰民的问题。

5.协调处理城乡建设方面的问
题。滨城区协调解决李某反映的电梯
故障问题；协调某小区物业公司公布
物业费的收费明细。沾化区协调维修
某桥梁出现的裂缝。惠民县调查处理
某小区物业公司收取暖气闲置费的问
题。阳信县调查处理周某反映的逾期
交房的问题。无棣县调查处理刘某反
映的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问题。博
兴县协调某公司支付拖欠薛某的工程
款。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协调解决刘
某反映的房顶裂缝的问题。北海经济
开发区调查处理马山子镇张某反映的
村委会未为其及母亲分配拆迁房的问
题。

6.协调处理劳动保障方面的问
题。市人社局调查处理某公司退休职
工孙某反映的 11 月退休工资未发放的
问题。滨城区调查处理某公司多名职
工反映的补缴医疗保险费的问题；协
调发放滨北办事处张某的社保卡。沾
化区调查答复富源办事处张某咨询的
新农合费用补缴政策。阳信县调查处
理侯某反映的某公司拖欠其及工友劳
务费的问题。无棣县调查处理苏某反
映的某企业拖欠其今年 9 月至 11 月工
资的问题。博兴县调查答复曹王镇李
某母亲去世后新农合退费的相关政
策。邹平县协调某公司支付拖欠于某
及工友的工资。高新区协调某公司支
付拖欠尹某的工资。

7.协调处理交通管理方面的问
题。市交通运输局协调解决程某反映
的领取驾驶证的问题；调查处理多名
市民反映的增设某小区门口公交站点
的问题。沾化区协调解决出租车司机
反映的燃油补贴发放的问题。惠民县
调查处理蒋某反映的车辆违章罚款缴
纳后信息未删除的问题。阳信县协调
调整阳城四路与幸福四路路口交通信
号灯的设置时间。无棣县协调解决和
信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无法办理车辆挂
牌手续的问题。邹平县调查维护邹韩
路与黄山六路、西外环与邹魏路路口
故障的交通信号灯。高新区调查处理
原滨博大道中间设置隔离护栏未给附
近村庄预留出口的问题。

12345政务服务热线工作情况通报
（2017年12月份）

2017 年 12 月 5 日，冬日的惠民
县齐发果蔬基地的香菇大棚里却是
温暖如春，“俺在这里租了两个大棚
种植香菇，合作社有冷库、有市场，
还有保护价，一年除去成本收入3万
元没有问题。”皂户李镇河西王村村
民王惠中和妻子正抬着满满一筐香
菇边往外走边对笔者说，“这还多亏
了合作社的理事长吴元元啊！”

吴元元，1985年6月出生，她利
用当地丰富的林业生态资源优势，
通过无数次的试验，成功地研制出
了适合本地区生长，经济效益更高
的香菇品种，价格由原先的每公斤3
元钱上升到每公斤6元钱，成为了远
近闻名的香菇大王。

2016 年，吴元元当选惠民县第
18 届人大代表。“作为一名人大代
表，我感受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如
果不把群众的利益怀揣心间，不为
群众的利益履行职责，就不是一名
称职的代表。”她说。

“扶贫先扶志。”吴元元带领6个
贫困村的主要负责人外出学习食用
菌新的管理理念和种植技术，并发
挥村班子成员致富带头人的作用，
为贫困群众提供资金、技术服务，引
导贫困户发展香菇种植脱贫致富。
对有种植能力的贫困户，她按成本
价提供菌棒，保护价收购产品，菌棒
的生产成本有公司垫付，在收购产
品的效益里扣除，保证贫困户每个
菌棒有1.5元的收入，一年大约能有
8000元的收入；对于没有种植能力，
她提供工作岗位，河西王村的王清
俊，今年75岁，家中就和老伴儿两个
人，因王清俊得过脑血栓，半边身子
目前还麻木，齐发果蔬根据王清俊
的情况，雇佣他和老伴儿来公司剪

香菇棒，打扫公司卫生一些力所能
及的活，每天能收入70元左右，一个
月可以最少有2000块钱的收入，再
加上年底贫困的450——900元的分
红，老两口生活无忧。“多亏了小吴
经理啊，是她带给俺们的出路，得好
好谢谢她啊。”老两口剪着香菇棒，
露出会心的笑容。

吴元元始终认为，人大代表在
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高不高，值不值
得信任，就是要看为群众做了什
么。她以“小蘑菇”为酵母，2013 年
成立艺腾粮棉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对社员实行统一供料，统一技术
指导、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四统
一”经营模式，解决了菇农在产前、
产中、产后出现的问题。她还返请
农民在园区当“农业工人”，每年农

民用工达1000多人，能够增加农民
收入比自己种植收入提高两倍，同
时帮助社员销售食用菌产品，带动
周边农户3000余户，50万平方米食
用菌全部按照标准化生产，农户年
增收500多万元。

作为人大代表，吴元元处处以
身作则、顾全大局。2016 年作为惠
民县里的重点扶贫企业，她共带动
精准贫困户800余户，1000余人，人
均增收1000元以上。同时热衷公益
事业，捐钱给村里修路，慰问困难家
庭及孤寡老人，共捐资20余万元。

在抓生产、经营的同时，吴元元
始终把实现社会效益、责任意识放
在首位，通过择优录用，园区、基地
安置管理和技术30余人。同时公司
依托农广校年培训职业农民5000多

人次，带动农户3000户以上，新增食
用菌大棚2000余个，安置下岗职工
168人，实现亩增收入4000元、人均
增收5000元以上。

下一步，吴元元规划，要实现千
家万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就必须提高生产的组织化程度，“龙头
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产业发
展模式是当较为成功的经营模式。因
地制宜发展采摘观光旅游，开展香菇
酱、香菇面条等产品的深加工，不断延
伸产业链，形成产业的从第一产业向
第二、三产业的不断延伸，最终向产业
的集团化发展，不断提高公司经营水
平和辐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能力，这
样才会赢得群众的充分信赖和大力支
持，他们种植的积极性才会提高，产业
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85后“香菇大王”吴元元：一年带动3000农户增收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王军

据新华社厦门1月8日电 2017 年
我国人均出游次数达到3.7次，旅游业综
合贡献8.77万亿元，对国民经济的综合
贡献达 11.04%，带动直接和间接就业
8000万人。

记者从8日在厦门召开的2018年全
国旅游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我国连续多

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全
球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地位，培育出
每年近 50 亿人次的旅游市场。旅游成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带动大量
贫困人口脱贫，很多地方的绿水青山、冰
天雪地正在通过发展旅游转化成金山银
山。

2017年全国人均出游达3.7次

吴元元（左二）和她的研发团队通过无数次试验，成功研制出了适合本地区生长，经济效益更高的香菇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