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0月26日 星期六

宫梅 梁利杰

后发崛起关键在人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牟少岩

平原县前曹镇———

招商引资“搏动”三化升级

镇 域ZHenYu

平原县前曹镇的幸福可谓来得太突然，三
年的实践就让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
展呈现出巨大变化。细品其中缘由，可谓后发
优势造就。

前曹的后发崛起关键在人。一般来说，后发
者作为一个追赶者，时刻都想抓住机遇从而在竞
争中取得有利位置，是谓人心“思变”；知道在区

域内厘清资源，寻找发展的突破口，这属于“会
变”；结合国家宏观大局，着眼于产业和企业的资
源重组，强调的是大环境下的“能变”；一好带百
好，经济起步后，考虑的全局规划和民生事业的
持续改善，正响应了中央所提的四化同步下的

“嬗变”。“思变”、“会变”、“能变”、“嬗变”勾勒出
前曹镇领军者后发前行过程中的种种积极姿态。

□本报记者 张宇鸿
本报通讯员 金吉鑫 张秀芝

引进一家上市公司56亿元投资———

镇域工业做大做强
“落后地区的经济要赶上，必须抓招商引资；抓

招商引资就要立足现实、整合资源、发酵优势！”前曹
镇党委书记邹曰亮敏锐地发现：本镇有一家拥有光
气生产资质的民营企业，由于公司底子薄、工艺装备
和管理方式落后，企业一直没有做大做强。恰恰这种
光气生产资质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为此，该镇有针对性地外出寻求合作时，得知浙
江联化科技有意向外扩张，从而锁定联化，积极上门
推介招商，经过多次磋商很快吸引了联化科技的投
资目光，联化决策层于2011年4月20日敲定，要把56亿
元投向前曹镇，建设新项目。项目在前曹镇的建设速
度极快，整个项目分3期，光气下游产品、医药和医药
中间体3条生产线同步建设，目前已有3个产品下线，
建设过程中就上缴税金过千万元；项目全部达产后，
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纳税过5亿元。

联化科技项目的落户，提振了前曹镇招商引资、
培植财源支柱的士气。两年来，该镇一鼓作气引进了
新南方物流、盛佳纺织、绿能科技、邦基肥料等8个大
项目，总投资已达43亿元。该镇预计，到2015年全镇
年财政收入将突破亿元，2017年财政收入突破5亿
元，成为山东西部经济隆起带上的一个强镇排头兵。

引进两家“国字号”农业龙头企业———

农业产业化破题上路
在一个传统农业区，如何使农业产业化发展尽

快破题？前曹镇跳出农业审视农业——— 走宽走活了
“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路
子，创造性地把一家一户的小养殖、小种植、小生
产变成了规模化、集约化的大生产、大格局。

去年，前曹镇神话般地促成了广西扬翔集团和
山东奥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强强联合”，双方
共同投资7 . 3亿元的“百万头生猪综合利用项目”
建在了前曹平坦而又肥沃的土地上。项目集种猪和
商品猪的繁殖、饲养，饲料生产，生猪屠宰、加工
和贮存，有机复合肥和生物工程制品的生产为一
体，是国内较大的新型养猪工程。项目建成后，年
可向市场提供优质商品猪100万头及肉产品，饲料
36万吨，有机复合肥10万吨，生物制品产品500万
公斤，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7亿元，纳税3 . 5亿元，
直接提供创收岗位1万个，极大地带动全镇生猪养
殖产业的规模扩大和提档升级。

镇长魏凯章说：今年，镇上又引进了由上海牛
奶集团投资5亿元的奶牛养殖、奶加工及20万吨饲

料项目，该项目将带动全镇奶牛养殖突破2万头，
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至此，全镇已
培植起了友联畜牧公司、翔麟奶业公司、壮壮畜牧
公司等6家畜牧产业化项目。“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的运作模式，在全镇发展养殖小区15个，
全镇生猪、羊、奶牛存栏量分别达到12万头、5万
只和5000头。

引进1 . 5亿元新农村建设政策性贷款———

新型城镇化快速起步
“城镇化应与产业发育相协调、与农业现代化

互生共进。眼下，摆在前曹镇面前的一项重大突破
任务就是：借势、乘势国家新一轮加快推进新型城
镇化的快车，高标准、大力度建设城镇龙头、带动
农村社区建设，引发一场农民生活方式的重大变
革！”前曹镇负责人表示。

为此，该镇着力打破和改变过去那种“大胡
同”式的城镇格局，确立了以建设城市的理念来建
设小城镇，不惜花重金聘请高层次规划设计单位，
对整个城镇进行了重新规划定位。他们根据城镇用
地布局结构，以主干道为轴线组团式开发，形成了
“一心、一带、三轴、五组团”的空间结构。同
时，在城镇大开发大建设的拉动下，将全镇132个
村合并为28个行政社区，规划确定了前曹社区、尹
屯社区等7个新型农村社区并居点。

高品位规划，只是为城镇设计了好的图纸，那
么如何破题？如何让城镇从“纸上”落到地上、体
现在百姓真实感受上？前曹镇没有走“出让土地”
的老路，也不走简单的盖楼卖楼的寻常路。他们的
决策是：看长远、敢于舍、做环境、增魅力，把生
地炒成熟地，要有搞大、干大的气魄。镇财政先期
投入2500万元，已建成了“八大城建工程”，完善
了四条大路网、天然气、自来水、供暖等基础设施
工程，建成了一处水体公园、2350平方米的卫生院

病房楼、13500平方米的中心小学、500平方米的便
民服务中心。同时，还启动了德州市设计标准最
高、综合配套能力最强、综合连片最大的“城镇万
人社区”，现已建成5+1多层住宅楼9栋、二层连体
住宅楼38栋，总建成面积67000平方米。

前不久，国家农发行把德州作为支持农村社区
化建设的全国试点，德州市又把平原县定为试点中
的重点。国家、省、市农发行领导被请到前曹小城
镇建设现场考察时，给予前曹镇“三个没想到”的
评价：没想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小城镇规划档次这
么高、没想到小城镇的综合服务功能这么完善、没
想到一个农业乡镇驻地能够建成高品位万人社区。
农发行决策层站在该镇中心公园的绿地上当场决
定：把前曹镇作为重点扶持培植的“试验田”，在
这个城镇社区的拆迁、建设、回迁全过程中给予
1 . 5亿元的贷款支持！

邹曰亮说：“不管争取什么样的政策，不干、
不闯、不试，就任何政策也争取不来。在我们万事
俱备、只欠资金的情况下，农发行的扶持是一场及
时雨，我们将用足用活这个政策支持，让它发挥
‘化学反应’，继续做大做靓城镇。目标就是建设
国家一流的新型城镇。”

◆专家点评

平原县前曹镇紧邻平原
县城东侧，与县经济开发区
接连成片，镇域内有京沪铁
路、京台高速、101省道及平
尹公路等区际主要道路，且
京台高速在前曹镇驻地东约
3 . 5公里处设出入口一处，
良好的区位和便捷的交通为
前曹镇工业的孕育与发展提
供了优越的先天条件。该镇
有农业人口5 . 1万，耕地面
积11万亩，是一个典型的农
业大镇，这里土壤肥沃，地
势平坦，农业机械化水平
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和
电力、水利资源丰富，雄厚
的农业基础以及丰富的各类
资源为工业的后发崛起提供
了良好条件。

近三年来，该镇工业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均
呈现出天翻地覆的巨大变
化，尤其是工业投入、财税指
标出现“井喷式”增长，2010
年完成税收814万元，2011年
完成税收1080万元，2012年
完成税收2188万元，一年一
大步，年年迈大步，2012年
综合考核排名从全县倒数跃
居全县第一名，并荣膺“德
州市跨越发展先进乡镇”，
被列为我省“一圈一带”战
略西部经济隆起带上的“重
点特色经济强镇”。今年前
8个月，全镇实现税收2000万
元，同比增长30%。

□张宇鸿
报道 刚

刚建成的前
曹镇中心公
园。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陈淑锋 梁吉震 报道
本报东平讯 日前，荣获“励志成才

奖”的刘唐同学激动地接过2000元助学
金，连声感谢。该奖项是新东岳集团为资
助家境困难的学生设立的，这也是刘唐第
二次接受资助。

这是东平县开展“民间设奖奖百姓”
活动的一个缩影。今年2月，东平县由县政
协、宣传部牵头，开展“民间设奖奖百
姓”活动。截至目前，已有19家企业和个
人自掏腰包设立各类道德奖项16个，内容
包括孝亲敬老、医德医风、凡人善举、爱
岗敬业等，每年奖励200余人的善行义举，
年发放奖金36万余元。

东顺集团设立了“东顺十佳学子奖”、新
东岳集团设立了“八里香励志成才奖”、光大
集团设立了“光大十佳孝星奖”，鑫海建工设
立“鑫海凡人善举奖”，沃而丰新能源公司设
立“沃而丰奖学金”……在企业积极设奖的

同时，个人设奖表现也很踊跃：县仓园酒
店张树桥每年出资2万设立“全县好媳妇
奖”，在天津港口劳务代理的陈兆清每年
出资2万元设立“陈兆清和谐家庭奖”。张
广月、杨传华、金明勇、井维志4人共同出
资2万元，设立“致富带头人奖”，百姓成
为道德建设的主角。

梯门镇东梯门村的薛传英，20年来精
心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年迈多病的公
婆，为此荣获“光大十佳孝星奖”。该奖
项因“民”字当头，在群众心中很有分
量。据悉，全县李曙光、颜廷润、潘志国
等8人入选“山东好人榜”。

善行互动更能传递道德力量。东平信
息港、百度东平吧等一些社会组织也纷纷
组建志愿者队伍，开展扶助弱势群体、举
行公益活动，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们
的身影。良好的社会风气，提升了群众社
会满意度。据上半年第三方调查，该县社
会满意度达到98 . 5%。

◆道德建设唱主角 ◆民间设奖奖百姓

东平“民”字奖项传递道德正能量

□记者 李 梦 王兆锋
通讯员 孙洪锋 崔正柱 报道
本报茌平讯 正是秋种的大忙季节，韩屯

镇北孟村里各种农业机械车来车往不断，甚至
昼夜不息。10月18日天刚蒙蒙亮，村里的三位保
洁员就“上岗了”，“县上镇上给咱投钱投物投设
施，让咱干干净净地过日子，咱群众没花一分
钱，村里的环境从地下到天上，变化大了去了。”
保洁员范爱庭边清扫大街边和记者攀谈。

村主任尹绪申介绍，北孟村有812人，村内
主干道4条、2 . 1公里。这几年虽然都铺上了柏油
路，但村民们传统的生活习惯还是没有变，秸秆
垛在柏油路两侧蔓延，杂草在路边从生，甚至部
分群众直接把粪堆堆在公路旁边，垃圾随手丢，
连村里的下水道都阻塞了。变化缘自今年年初，
北孟村被确定为“全县农村公共运行维护”试点
村之一，县里为村里配备了9个垃圾箱，由镇上
的专车每天清运，并由财政出资在村民中聘任
了3名保洁员，同时，韩屯镇拿出近5万元，动用
机械对北孟村的垃圾、杂草等进行彻底清理，在

主干道两侧载上了绿化苗木，还在村边专门平
整出近10亩土地，供村民集中存放秸杆，尹绪申
说：“今天的北孟村，‘模样’俊了，交通畅了，垃
圾进箱了，杂草不长了，几大堆消失了，连人都
显的精气神高涨了。”

县财政局局长张明告诉记者，茌平县是传
统农民大县，因农民生活习惯和基础设施问题，
农村村容村貌脏乱差的问题长久存在，又因为
绝大部分村没有集体收入，即使有改善生产生
活环境的想法也因资金问题而“有心无力”。今
年元月，茌平县在全县14个乡镇（街道）、382个
村开展以“洁净村庄”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
运行维护”试点工作。由县财政承担70%，乡镇
根据各试点村村集体收入情况，承担15%－
30%，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及城乡环卫一体
化试点工作。县乡两级累计投资2600多万元对
试点村进行村容整治、绿化美化，建设垃圾压缩
中转站5处、购置垃圾运输车15辆、配备垃圾箱
5300个、聘任村级保洁员950名、配发保洁三轮
车382辆，形成了“户集、村收、镇运输、县处理”

的城乡环卫一体化格局，在不增加群众一分钱
负担的前提下，做到了“一日两清扫、全天侯保
洁、垃圾日产日清”，形成了“‘三大堆’（垃圾堆、
粪堆、土堆）消失、‘三大垛’（麦秸垛、玉米秸垛、
柴禾垛）统一存放，路面无杂物、小巷无杂草、三
季有花四季绿”的状况，脏乱差不再是农村村容
村貌的代名词。

村貌变美，村民们的生活习惯也在潜移默化
中得到改变。博平镇刘坦村年轻的儿媳妇齐淑
英，结婚后坚决和婆婆分家过，孩子也不让婆婆
带，原因是婆婆谢红霞太不爱收拾家，“进屋要用
脚搓两下才能找到落脚地方，凳子上常年厚厚的
一层土。”刘坦村成为试点村后，在环境的影响及
村委会的教育下，谢红霞终于改了“一辈子的习
惯”，如果婆媳两家又“合灶”吃饭了，齐淑英说，过
了元旦，她就把照看孩子的事交给婆婆，自己到
附近厂子里去当“打工嫂”。据统计，开展“净化村
庄”活动以来，茌平县农村新增经常性文艺活动
队伍105支，“铁杆”队员达4800余人，邻里纠纷、婆
媳矛盾、乱涂乱画等不文明现象大幅下降。

茌平：县乡财政兜底“洁净村庄”
村庄环境变美 人们生活习惯得到改变

□彭辉 王宁 报道
“弟子规，圣人训……”每天上午课间操，在乳山市

第二实验小学校园理，伴随着古典音乐和《弟子规》的
朗诵声，全校学生翩翩起舞。为传承国学经典，该校创
造编排了《弟子规》舞蹈，利用课间操和大课间一天两
次组织学生活动，既让学生增强对经典国学的理解，又
锻炼了身体。

跳舞学国学

□王洪涛 王晓霞 王庆龙 报道
本报临沂讯 10月12日，由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

尚阳村71岁老党员朱伦创办的尚阳民俗馆对游客开放，
这是临沂市首家私人乡村民俗博物馆。该馆由壶趣厅、毛
泽东展厅、名家书画展厅、碾磨碓展厅、纺线车织布机展
厅等9个展厅组成。展出各类民俗物品近400件，其中生产
工具100件，生活用品100多件，民俗遗物近100件。

朱伦痴迷收藏50多年，为创办民俗馆准备了4年，
投入在100万元左右。“看着这些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的
东西，会让我们想起以前的艰苦岁月，更加珍惜现在的
美好生活。”朱伦说。据统计，尚阳民俗馆开馆当日，吸
引了500余名游客参观游览。

□记者 董 卿
通讯员 乔祥明 李晓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今年以来，日照市东港区进

一步完善文明共建机制，组织100个文明单位和
100个村“结对”，依托“美丽东港”建设载体，瞄
准“环境优美”“产业富美”“乡风淳美”三大重
点，精心打造100个“美丽东港”建设示范村。

“建设‘美丽乡村’没有局外人，结对共建就
是要城乡互动，让城区优势资源辐射农村，推动
城乡文明等值发展。”东港区委书记郑加贵说。

瞄准环境优美，打造“宜居”家园。该区从清
理垃圾入手，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全域覆盖，打
造森林氧吧和生态走廊。坚持把“产业转调”作
为文明结对共建的核心路径，引导共建村着力
发展生态农业，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打造特色产
业村。新发展蓝莓、核桃、茶叶等1 . 95万亩，发展
标准化养殖场(区)10处。

乡村文化是“美丽东港”建设的灵魂，推动
城乡文化互融，是该区文明结对共建的重要突
破口。修路、建健身广场、配器材，公共服务设施
持续完善；文化旅游、民俗文化广泛开展；志愿
服务、道德教育、文明评选等活动深入人心。

罗庄七旬农民

百万元开办民俗展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孙清阳 李建 报道
本报禹城讯 10月12日，禹城市举行了重点项目

开工仪式，26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266亿元，这
成为该市加速融入“一圈一带”、落实招商引资百日
会战的具体行动，也是今年以来招大引强、项目建设
的集中展示。

26个项目齐开工，涉及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绿色
食品等优势产业，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
强、发展前景好，有力提升产业层次，加速跨越发展。禹
城市委书记张安民说，今年以来，他们紧紧围绕“三年
倍增、五年翻两番，进入全省第一方阵”的要求，坚持把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作为推进率先跨越的总抓手和强
引擎，实现了项目总量和质量的新突破。

禹城26个项目齐开工

推进融入“一圈一带”

东港城乡结对
共建100个

“美丽示范村”

□姜言明 报道
志愿者在开展关注学生健康查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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