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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庄村的一年四季、白天黑夜，都格外热闹。
在这个坐落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东南的村庄里，几十家钢管生产企业星

罗棋布，生产线上奏着一支支创造财富的歌；潺潺的水渠、清澈的坑塘、繁茂的
苗木，将村子装点得生机勃勃；节日的广场上、全天候向村民开放的“老年俱乐
部”里，飞出一阵阵幸福的笑声……

从昔日积贫积弱、地瓜果腹，到如今飞速发展、钢管致富，任庄村的风雨兼
程、顺势而为，见证了一个奋斗的时代、收获的时代！

“任庄村有600多年历史，明末就
已建村。由于土质多半为沙土，村史
上记载为‘沙窝任庄’。”任庄村党支
部书记任保章是共和国同龄人，今年
已届古稀之年的他精神矍铄，干劲十
足。自19岁任村小队会计起，任保章
便投身村子的发展建设，也成为任庄
村巨变当仁不让的参与者、见证人。

家家户户住着泥巴房家家户户住着泥巴房，，用土坯盖用土坯盖
成的房子都十分少见成的房子都十分少见；；夜晚夜晚,,如豆的棉如豆的棉
油灯下油灯下，，母亲费力地修补着粗布衣裳母亲费力地修补着粗布衣裳
……这是任保章关于童年时代的记……这是任保章关于童年时代的记
忆忆。。受沙土地所限受沙土地所限，，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任庄村以种植地瓜为主的任庄村以种植地瓜为主，，村民们村民们

““锅上是地瓜锅上是地瓜，，锅下烧瓜秧锅下烧瓜秧，，年年从地年年从地
瓜吃到地瓜干瓜吃到地瓜干””，，连地瓜叶都不放连地瓜叶都不放
过过。。19621962年初夏的一天年初夏的一天，，任保章的父任保章的父
母临时出门母临时出门，，只给任保章和两个姐姐只给任保章和两个姐姐
留下了箅子上的一块蒸菜留下了箅子上的一块蒸菜。。““大姐把大姐把
那块蒸菜掰开那块蒸菜掰开，，大块的给了我大块的给了我，，小块小块
的给了二姐的给了二姐，，自己把箅子上的渣捏在自己把箅子上的渣捏在
一起吃了一起吃了。。””回忆到这里回忆到这里，，任保章双眼任保章双眼
有些湿润有些湿润。。

村委成员村委成员、、19501950年出生的白林生年出生的白林生
对此也记忆犹新对此也记忆犹新：：““任庄村地势低洼任庄村地势低洼，，
一到一到66月月，，除了西北有条路还能走除了西北有条路还能走，，地地
都被淹了都被淹了，，大家都抓紧去涝地里摸地大家都抓紧去涝地里摸地
瓜瓜，，晒晒就接着吃晒晒就接着吃。。””

到了到了6060年代末年代末，，任庄村一干渠为任庄村一干渠为
村子引来了黄河水村子引来了黄河水，，灌溉问题得到了灌溉问题得到了
初步解决初步解决；；7070年代责任田承包到户制年代责任田承包到户制
度度，，又让村民们逐步告别了饥饿又让村民们逐步告别了饥饿。。随随
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任庄村在不任庄村在不
知不觉中知不觉中，，走上了发展的转折点走上了发展的转折点。。

● 积贫积弱的“沙窝任庄”●

1988年，任庄村通了照明电，1989年春天，村
里又接通了工业用电。“当时，市领导开会号召必
须大力发展工业。村里通了三相电的那年秋天，
我就带头建起了村里第一家铸造厂。”任保章告诉
记者，他的创业之路也曾历经坎坷。办厂之初，由
于产品落后，他不仅血本无归，还债台 高筑。不
服输的他了解到市场上兴起了小机械配件，便更
新生产线投入生产，当年就有了收益。“那时，天天
觉得阳光格外灿烂，空气格外新鲜！”

村民们看到任保章的工厂利润可观，纷纷摩
拳擦掌投身工业发展。仅上世纪90年代，村里就

有近10户农民走出了黄土地，干起了机械加工，大
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任庄村的土地上。

随着蒋官屯街道对钢管产业的扶持与引导力
度越来越大，2000年以来，任庄村的发展更是突飞
猛进。如今，村里已有钢管加工企业近40家，带动村
内及周边300多人就业。村里在全国各地从事钢管
和冲压件销售的人员有上百人，销售额上亿元，在蒋
官屯钢管市场从事钢管销售的村民也有200多人。

“每到过年，我们村的路边就停满了挂着各地牌照的
小轿车，100万元以上的‘豪车’至少有10多辆。”村
民白林虎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 钢管铸成致富路 ●

在钢管产业这个支点的撬动下，任庄村富起
来了，村民们的心更齐了，生活也越来越美了。

31 岁的任庄村党员白咸迪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总会挤出时间回到村里做整理档案、打扫卫生
等义务工作。望着熟练地使用电脑录入村民养老
金缴纳情况的白咸迪，白林生感慨地说：“现在村
里的年轻党员都特别热心，人心齐了，村子的建设
和发展就更不愁了。”

在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党员们充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先后实施了路面硬化工程、路灯亮
化工程、旱厕改造工程等一系列基础建设和民生
工程，家家户户用上了天然气，告别了苍蝇乱飞的
旱厕，路面硬化到了家门口，任庄村发展底气更足
了。近几年的春节、元宵节，村里都举办了联欢

会，大家竞相上台表演，共同享用丰盛的精神“大
餐”。村里还建起了文化活动中心，一年四季向村
民开放。

瞄准现代农业发展趋势，2015年，任保章又牵
头成立任庄村天润合作社，流转14.7公顷土地种
植国槐、白蜡、毛白杨等苗木，并发展林下经济，绿
意盎然的苗木林为村子的生态环境大大加分。

如今的任庄村如今的任庄村，，主街墙面粉刷一新主街墙面粉刷一新，，路旁绿化路旁绿化
疏密得当疏密得当，，社区直饮水站建到了村民家门口社区直饮水站建到了村民家门口，，人人人人
安居乐业安居乐业。。临近中午临近中午，，村民白咸强走出自己开办村民白咸强走出自己开办
的强盛钢管厂的强盛钢管厂，，任保章热情地同他打招呼任保章热情地同他打招呼：：““忙忙
吧吧？？”“”“越忙越好越忙越好！！””一时间一时间，，爽朗的笑声回荡在蓝天爽朗的笑声回荡在蓝天
下下。。

●“三生三美”气象新 ●

开发区讯 （张同耀） 8 月 24 日上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老疙瘩
脱贫记》首映典礼在聊城兴华大酒店三楼宴
会厅隆重举行。

本次活动由聊城市委宣传部、开发区宣
传办主办，金鼎传媒影视制作公司承办，市文
化和旅游局、东昌府区宣传部、市广告商标协
会、聊城企业家协会、聊城大学共同协办。

微电影《老疙瘩脱贫记》由开发区宣传
办出品，聊城金鼎传媒影视制作公司摄
制。影片根据开发区北城街道李楼村第一
书记的真实故事改编，历时4 个昼夜拍摄完
成。影片以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为主题，
展现了双联共建第一书记牛光明同志心系
百姓、克服困难、赢得村民信任，带领全村
人民流转土地、成立合作社，通过规模化种

植构树、构树饲料加工、农产品深加工等形
式，实现省定贫困村摘帽、群众脱贫致富的
暖心故事，热情讴歌了乡村振兴征程上，广
大扶贫干部心系人民、锐意进取、奋发有为
的奉献精神，表达了百姓在党的领导下，众
志成城、脱贫致富奔小康、建设新时代美好
生活的信心和决心。

开发区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发展，坚持弘

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讴歌真善美，不断加
大文化投入和传播力度，着力讲好开发区故
事、传播好开发区声音，深入挖掘出一批感人
的真实故事。微电影《老疙瘩脱贫记》是继

《有事找老黄》《铁血柔情》之后我市推出的又
一部影视作品，用影像记录时代，用光影礼赞
祖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老疙瘩脱贫记》首映

8月21日下午，开发区爱心众筹平台走进
东城街道，在东城街道便民服务大厅门口设
立“临时超市”，配备米、面、粮油等基本的生
活用品。东城扶贫办和妇联组织机关干部组
成“临时导购员”，贫困户可以持积分卡前来
换购。

东城扶贫办和村级扶贫专干创新管理，
规范服务，促进爱心超市的制度建设。每月
根据这五项内容对贫困户进行评比赋分，在
开发区爱心众筹平台设立积分兑换超市。1
积分可兑换1元钱商品，贫困户可自行前往爱
心众筹平台兑换，平台也可定期和办事处沟
通各村积分动态情况，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送
产品进村入户。 □谢家祥

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市驻地城区文明养犬的通告
一、市驻地城区新四环以内的个人和单

位饲养犬只，必须遵守本通告，做到依法、文
明养犬。

二、个人饲养的犬只应当在住所内饲
养，单位饲养的犬只应当圈养或者拴养。

三、养犬人应当定期为犬只注射预防狂
犬病疫苗，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二）不得放任、驱使犬只恐吓、伤害他

人；
（三）不得放任犬只随地便溺污染环境

卫生；
（四）不得占用住宅小区的绿地、楼道、

房顶等公用区域饲养犬只；
（五）不得放任犬只自行出户；
（六）不得组织“斗犬”活动；
（七）不得组织、参与利用犬只进行赌博

活动；
（八）不得随意抛弃犬只和犬只尸体。
四、携带犬只外出，不得进入下列区域：
（一）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场所、

医疗机构诊疗场所（犬类治疗场所、宠物医
院除外）、教育机构办学场所；

（二）博物馆、纪念馆、体育馆、图书馆、
科技馆、影剧院等公共文化体育场所；

（三）餐饮、商场、宾馆、农贸市场等人员
密集场所；

（四）出租汽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及
候车场所。

盲人携带导盲犬或者肢体重残人携带
扶助犬的，不受禁入区域限制。

禁止携带犬只进入的区域，经营人或管
理人应当设置明显的禁入标志。

五、携带犬只出户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将犬只装入犬笼、犬袋或者由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使用犬绳牵领，犬绳不超过
3米；

（二）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儿童及
其他行人；

（三）在楼道、电梯及其他拥挤场合怀抱
犬只或者为犬只佩戴嘴套；

（四）乘坐出租汽车时，应当征得驾驶员
同意，并怀抱犬只或者为犬只佩戴嘴套；

（五）不得携犬或者放任犬只在公共水
域内洗澡、游泳；

（六）及时制止犬吠和攻击行为；
（七）随身携带清除犬粪用具，及时清除

犬粪。
六、犬只交易应当在犬只交易市场内进

行，不得占用城市道路售犬。
七、饲养犬只，有以下违法行为的，由相

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一）饲养犬只，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由
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警告后仍不改正的，处
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二）放任犬只恐吓他人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由公安机关处
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三）驱使犬只伤害他人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由公安机关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并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 5 日以下拘
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四）组织赌博性质的“斗犬”活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由公安
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五）养犬人携犬出户未及时清除犬粪
的，依照《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
办法》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劝导、告诫，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六）占用城市道路售犬的，依照《山东
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恢复城市道路功能，并处 1000 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八、相关部门要公正、文明、规范执法；
任何单位和个人要自觉服从管理，积极配合
执法。对阻碍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
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本通告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

从“地瓜果腹”到“钢管致富”
——蒋官屯街道任庄村的70年巨变

□贾伶伶

（上接1版）不得兑换非生产、非生活必须品（如烟、酒
等），不可套现。兑换物资由开发区爱心众筹平台接受
社会各界捐赠，并明确专人负责入库及出库登记。为
解决偏远贫困群众兑换积分不方便的问题，开发区还
利用“爱心众筹流动超市”送物品上门入村，打通了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积分制度，让大家真正动了起来。如今，大家气顺
心齐，对脱贫攻坚的认可度日渐提升，建好美丽家园的
积极性更加高涨，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进入良性循
环。

“你有多少积分？”渐渐成为开发区群众见面时的
“问候语”。

“爱心超市是汇聚社会帮扶力量的中转站和激发
贫困户内生动力的加油站。将扶贫小超市撬动大扶贫
的作用发挥好，让这一民心工程健康发展。你有所需，
我有所予，为民解难。”开发区副县级领导干部商同顺
说。“ 一块肥皂、一袋米面，或许价格不高，但其价值不
仅仅在于价格，更多的是对群众自身努力的一种认可，
是帮扶单位、爱心人士和企业正能量的汇聚，是社会共
同参与脱贫攻坚的缩影，是一个提升贫困群众获得感
及精气神的路径。”

变“懒得干”为“争着干”“比着干”，让贫困户找回
“存在感”，拥有“获得感”，增强“幸福感”，一个在脱贫
攻坚中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积分兑换，作用可不能小看，极大地激发了贫困
户的内生动力。”广平乡党委书记郭泗新介绍道。“自从
开展贫困户“争先进、创新颜”积分管理办法来，各村村
容村貌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村内环境更加整洁了，村民
们更加互助友爱了，发展产业的干劲也更足了，尤其是
贫困户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性
大大增强。”

从开发区开展贫困户“争先进、创新颜”活动情况
来看，一方面增强了贫困户的积极性。让贫困户通过
了解掌握上级政策、熟知帮扶责任人来获取积分，既避
免坐享其成，又能达到“跳一跳、摘桃子”的效果。同
时，考评内容也要根据上级扶贫工作要求和重点工作
定期进行调整；另一方面激发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
力。让群众真正从思想上变‘钱物送上门’为‘劳动能
挣钱’充分调动了贫困户发展产业、自主脱贫的积极
性，让“比着干”成为常态，让贫困群众自觉、积极地参
与到脱贫攻坚行动，让贫困户逐步找回“存在感”，不断
拥有“获得感”，通过积分量化、村级引导，让贫困户走
出家门，主动寻求发展门路、自主创业，让贫困户增强

“幸福感”，提升了新时代新型贫困户的素质，切切实实
把“志智双扶”落到了实处，脱贫致富的道路更加顺
畅。再一方面，也提升了村集体的服务水平。

积分制管理激发内生动力

智慧监管，蒋官屯街道——

打响食品安全“保胃”战
开发区讯 食品生产车间的现场管理是否到位，

饭店的厨房卫生状况是否达标……在蒋官屯街道，这
些平常难得见到的场景，都纳入到了远程实时监管范
围，群众随时可以在手机上查看想要就餐的餐厅后厨
操作实况、卫生情况等信息。全程留痕、信息可追溯，
食品经营行业更加安全有序，这些都得益于蒋官屯街
道率先上线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

8月23日，聊城市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督导调研
组来蒋官屯街道督导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
蒋官屯街道市场监管所所长王英武用手机投屏方式向
大家介绍演示了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的功能。点击
进入监管平台APP，屏幕瞬间切换成了监控画面，后厨
忙碌的景象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忙于烹饪的厨师、洗碗
槽清洗炊具的工作人员……“通过该平台，我们可以实
现远程监管、即时监管，在线直接查看各家餐饮单位的
证照管理、人员健康管理、采购索证情况、餐具消毒情
况、留样情况等，并随时进行线上线下监督检查，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整套体系是互联网+监管的产物，完
全实现了食品安全监管的信息化、阳光化、智慧化。”王
英武说。

食品安全是百姓关注的聚焦点。如何把食品安全
问题解决好，成为了基层监管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
对此，蒋官屯街道在不断加大监管和打击力度的同时，
积极探索餐饮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率先推出餐饮食
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让餐饮企业的“后厨”走向透明，
消除群众对餐饮企业食品安全的疑虑，打造具有蒋官
屯特色的“阳光食堂·透明厨房”。

蒋官屯街道智慧监管新模式，是助推餐饮行业健
康发展的有效方式，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监督权和话
语权的有效措施，更是促进食品安全、监管人员职业安
全的重要手段。截至目前，辖区内已在包括餐馆、酒
店、超市、学校食堂、农贸市场在内的150余家餐饮经营
单位安装监控摄像头点位800余个，实现餐饮经营单位
食品安全掌上24小时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