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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刘田

层层梯田层层果

10月19日，记者走进阳三峪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层
层梯田层层果”，“沂源红”苹果沉甸甸地挂在枝头，甚是喜
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田月水告诉记者，村里95%的农
民都种苹果，卖苹果、搞采摘是村子的主要收入来源。

往年沂源苹果节，阳三峪村一天最多能接待上千人，但游
客们大都摘完苹果去别处吃饭、住宿，眼看这么大的客源白白
流失，田月水很着急。

“省里重提乡村旅游，俺们村有山、有水、有果树，还有
伏羊文化节，特别适合做‘农家乐’。”然而兴致勃勃的田月
水很快遇到了麻烦。很多搞“农家乐”的村子都出现了村民不
愿入伙的情况，阳三峪村也不例外。部分农民思想保守，一是
不放心流转房屋和果园，二是怕不挣钱。好事难推广怎么办？
田月水认为应该解放思想和利益引导“两手抓”。

阳三峪村村两委总共3个人，干完白天的活儿，晚上就挨家
挨户做工作。田月水说，我们人虽少但劲儿不小，这劲儿就是
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心意。做通思想工作后，身为三家企业老板的
田月水深知，提高村民积极性最有效的还是可观的实际收益。“先
找几户做起来，大伙儿看到好处自然愿意加入。”

项目前期田月水几乎押上了全部家当，自掏腰包投入2100万
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村民只需流转房屋、土地和果园即可分红。

功夫不负有心人。目前，第一批31户“农家乐”中有20户
已正式营业，有意向开办“农家乐”的村民也越来越多，田月

水忙得不亦乐乎。他计划用3年到5年的时间，把全村180户村民
都吸纳进来，将农家乐发展成“全村乐”。

“散兵游勇”变身“正规军”

“发展农家乐最忌‘散’，不能东家这样、西家那样，必
须要有统一的制度来规范服务标准。”田月水说。

今年3月，沂源洋三峪乡村旅游开发公司成立，村民通过流
转房屋和果园入股，实行“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收益四六
分成，村民拿大头。“现在有好几家旅行社和旅游团跟公司签
了协议，年底就可给大伙儿分红。总之，人人都是股东，人人
都能致富。”田月水越说越高兴。

记者看到，阳三峪村的各户农家乐从毛巾、被褥到装修风
格全部统一，整齐又不失农家风味儿。“条条框框不可少，我
们统一定价、统一管理、统一标准，业户必须严格按照公司制
度搞好接待、服务，避免恶性竞争……”田月水讲起生意经来
头头是道。

除了完善管理制度，阳三峪村还结合当地伏羊文化风俗进
行特色规划，正在建设集旅游、采摘、狩猎、农事体验于一体的

“三峪一地一果园”综合性景区。“三峪”是大寨峪、涝洼峪、百里
峪，“一地”是“吉羊福地”，“一果园”是有机富硒采摘园。

看工地、查卫生……事必躬亲的田月水每天早上4点多就开
始在村里转悠，琢磨哪里还需要改进。田月水说，村里会继续
硬化道路、扩建停车场，把细节搞好，才能真正使游客进得
来、住得好、留得下。”

村民致富安居乐业

10月18日，沂源苹果文化节的前一天，600多名来自各地的游
客、驴友涌入阳三峪村，摘苹果、体验乡村生活。当天，村里的“农
家乐”家家爆满，其中一户仅18日一天就收入6000多元。

除了卖苹果、做餐饮，成为洋三峪乡村旅游开发公司员工
的村民还能按月领工资，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变成了产业
工人，一个人挣两份钱。

“俺媳妇帮农家乐打扫卫生，俺到村上工地搞建设，俩人
一月能挣4000元。”“福泉人家”农家乐的老板田月泉高兴地
说，自己既是工人也是股东，工资加上房租、地租，还有预期
的年底分红，一年下来人均赚个两三万元没问题。

“以前是花钱请人家城里人来玩都请不到，现在是城里人
掏钱争着来干农活、住农院、吃农饭。在家门口挣钱，比出去打工
强多了！”田月水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陆陆续续回村发展。

农村生活好了，不只是收入多了，还有村容村貌的变化。
“俺们这个村支部书记真不孬。”提起田月水，80多岁的孙常
花大娘竖起大拇指，说这两年村子变化大。“晴天一脚土，雨
天一脚泥”的土路变成了宽阔平整的水泥路，成堆的垃圾山也
被消灭了。最近又听说村里新建的养老幸福院冬天就能住上
了，孙大娘很期待。

风景区、幸福院、幼儿园……阳三峪村正在一步步实现老
人养起来，青年干起来，小孩管起来，全村富起来，真正让村
民安居乐业。

“苹果村”如何搭上致富快车
采摘游、“农家乐”延伸苹果产业链，阳三峪村成为乡村游好去处

阳三峪村位于沂源县张家坡镇，
全村1 8 0户5 8 0口人，是当地有名的
“苹果村”。而今年，“苹果村”格
外热闹，村干部带领村民搞起了乡村
旅游，延伸苹果产业链，采摘游、
“农家乐”让苹果真正成为农民致富
的“金银果”，村民幸福指数节节攀
升。

今年，沂源县开展了“美丽沂源
乡村行”工程，阳三峪村作为首批16
个示范点之一，已被评为省级旅游特
色村、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诚信
品牌单位。

□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张琦

□记 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周洪光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

府，日前，淄博市出台了《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全面建

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意见》指出，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本

级政府法制机构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政府法

制机构负责本级政府法律顾问的聘任、联络、组

织和协调等具体工作，并对本级政府所属部门、

机构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法律顾问工作，由各区县

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指导和规范。政府法律顾问应

当从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金融法等领

域的专家学者、律师等法律实务工作者中聘任。

《意见》强调，各区县、各部门要切实把政

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并

结合各自实际加快推进。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

织拟定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制度，对法律顾问的聘

任标准和程序以及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工作方

式、权利义务等事项进行规范，在2014年12月底

前，普遍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并组织开展工

作。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为政府

法律顾问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淄博建立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记 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窦承运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政府组织召开全
市重点能耗排放企业节能减排督查动员会，安排
部署了全市316户重点能耗排放企业节能减排专
项督查工作。

据悉，为切实解决影响全市科学发展的能源
消耗和环境污染突出问题，优化能源结构，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削减燃煤消耗，实现空气质量全
面改善，市政府决定对全市316户重点能耗排放
企业开展节能减排专项督查。

全体督查组成员将重点督查能耗排放企业落
实环境保护综合治理任务、“一企一策”节能减
排推进方案及煤炭清洁利用情况，检查今年节能
减排目标、措施分解落实及工作进展情况。通过
督查，促使各区县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同时深
入了解基层情况，为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本次督查对象为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各区县所属重点能耗排放企
业。为此，市政府专门从经信、环保、公安、煤
炭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督查组，分赴各区县开展
督查工作。

316家能耗大户

接受节能专项督查

□记 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胡鹏飞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高新区新材料电子
商务基地获山东省商务厅批准为“山东省电子商
务示范基地”，是全省首批12个电商园区之一，
成为全市唯一一家省级电商示范基地。

近年来，淄博高新区新材料电子商务基地以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政策扶持、突出特色”
的运营原则为指导，由高新区管委会提供完善的
电子商务园区发展所需基础配套设施和服务支撑
体系,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
与资金扶持措施。已成功吸引了奇虎360淄博运
营中心等多家国内外知名电子商务企业进驻。

下一步，淄博高新区将不断增强政策扶持力
度，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和支撑体系，加速集聚优
质电子商务服务资源，努力提高新材料电子商务
基地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力争到2018年，在新
材料电子商务基地建立起完善的产、学、研、用
合作机制和诚信、安全的电子商务支撑体系，全
面实现新材料、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特色优势
产业与电子商务的深入融合、共同发展。

新材料电子商务基地

列入省电商示范基地

农机行业有点“冷”

记者在一份农机补贴目录中看到，作为农机产销的指挥
棒，目录产品平均每年更新15%，六到七年就能全部更新一遍。
补贴目录每更新一遍，就意味着企业产品要翻新一遍。

10月21日，记者来到桓台县大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下称
“大田”)，这里不但经营服务农户的各项业务，还销售农机，
吸收了170多位社员。社长毕翠艳告诉记者，今年，农机生产企
业和经销商都没有了注册资金限制，门槛没了，桓台县的农机
经销商由原来的四五家增加到14家。

这大大加剧了农机销售市场的竞争。以“东方红”1204拖
拉机为例，这是个大品牌，全额15万多元，补贴6万元，补完后
售价八九万元。而小企业生产的同型号拖拉机售价才5万多元。
“他们的进价才11万多元，除去补贴的6万元，5万多元就能买
一辆120马力的拖拉机。”毕翠艳说，在桓台县，正牌“东方
红”去年卖了70多台，今年只卖了一两台。

由于价格低，不少农民倾向于小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这
就压缩了大田等大经销商的市场。去年，大田的玉米机卖了100
台，今年只卖了20台。“除了工人工资等费用，利润很少了，能不卖
就不卖了。”合作社工作人员刘兵告诉记者，这些价格低廉的农机
耗油量大，不仅造成能源浪费，还给“三包”服务带来冲击。

“政府越是补贴，业内竞争就越激烈。重补贴，轻创新，
数量型、规模型的增长，而不是核心竞争力的增长。在低端、
同质化竞争下，必然会引发价格大战，利润空间就会缩小，让
大企业也难以实现研发和创新。”桓台县农机局局长巩旭凌告
诉记者，10年补贴，企业正是看中这块肥肉，一哄而上，结构
性矛盾突现，高端机不足，低端机过剩。

创新和服务是“王牌”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山东巨明集团(下称“巨
明”)却一直在行业竞争中屹立不倒。这是一家致力于研发、制
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重点农机装备制造企业，主攻智
能化玉米收割机。“行业有点冷，但我们的产销却没有明显下
滑。”巨明董事长兼总经理崔守波表示。

谈到销售，负责营销的副总经理高涛说，巨明的经销商400
多家，三行、四行2014升级版玉米机近年来相继投放市场，由
于收割率高，成为广受用户欢迎的产品。“通过三秋使用，用
户一般都能够收到1000多亩，也有的收到2000多亩。”截至9月
份，巨明已产销各种收割机近1万台，实现销售收入10亿元，销
售额增长一直保持在30%以上。产品销售区域遍布中原、华东、
西北、东北，部分出口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国外市场。

巨明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与企业的创新和服务关系很大。
2014年，巨明继续实行多个型号、多种配置的系列化创新开发，
着重对玉米机系列产品进行优化升级，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

此外，巨明联合经销商、配套商，全力投入到三秋服务。
一直坚持“边生产、边培训、边服务”的服务模式，领导挂
帅，实行区域经理、车间主任、技术骨干带队的区域负责制，
哪里有产品哪里就有服务。“面对当前收获机械行业竞争日趋激
烈、产品日趋同质化的特点，保证质量、做好服务、加强品牌建
设，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崔守波说。

“今年是头一回干，没想到还真挣了钱。机子用着是不
错，剥皮净，还田好。”桓台当地的用户张连理说，由于离巨
明生产基地比较近，他们村几个人正准备成立巨明收割机合作
社，打算明年买上巨明收割机大干一场。

产业面临重新洗牌

在业内，不少人都预测到未来农机市场将会是优胜劣汰、

业内优化、行业整合的趋势。产业洗牌箭在弦上，农机企业将

何去何从？

“十二五”我国农机工业发展的目标就是——— 成为世界农

业装备制造大国和强国。崔守波认为，从农机制造大国到农机

制造强国，需要农机行业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首先是国

家政策的持续支持。国家结合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和农村经济发

展形势，出台一些支持农机行业发展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并采

取措施，加快转型升级，淘汰产能落后、无质量和售后保障的

生产制造企业，整合优势资源，培植有实力、有活力的国产品

牌农机制造企业。”

对于农机生产制造企业自身，他认为，应该加大科技创新

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重视质量、服务、品牌。国内企业应

积极参与同行竞争和国际竞争，同时，加强国内外先进企业间

的交流、技术合作，实现互通有无、共同提升。

在参与市场竞争中，无论是农机生产企业还是经销商，都

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依靠传统的低端产品，既不能在未来的

市场竞争中取胜，也不可能带来较高的利润。必须顺应当今国

际产业结构，向知识、技术、服务密集方向调整，推进由低端

制造向高端制造、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服务业的转型。

“现在农机产业正处于一个重新洗牌的新阶段。有些小企

业进入市场后，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其实是很难生存的。”淄

博市农机局局长韩大力表示，震荡是洗牌的过程，是转型升级

的预兆。

同质化竞争严重 企业创新力薄弱

农机补贴抬升下的产业震荡

淄博市农机化起步早，机械保有量大，
以该市跨区作业的主项小麦机收为例，曾一
度因小麦联收机保有量大、装备能力强在全
国小麦机收跨区作业中占足了优势。

从2004年开始，农机补贴在全国全面推
行。10年来，补贴总额从550万元剧增到17亿
元。然而，随着国家购置补贴力度的不断加
大，如今，全国各地农机数量不断增多，市
场由供不应求变为供需平衡，甚至局部饱
和。淄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农机企业间的
同质化竞争日益加剧，传统的产品发展模式
遇到了严峻挑战，行业产销也陷入低迷。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马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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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淑栋 报道
10月19日，田月

水正在苹果园里查看
苹果长势。

□程芃芃 报道
10月21日，在山

东巨明集团的生产装
配流水线上，工人正
在紧张工作。

□记 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贾晓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加强用户变电站监督管理，
切实提高企业科学用电、安全用电水平，10月13
日至31日，淄博市组织开展2014年度35KV及以上
变电站分类评定工作。

据了解，参加本次分类评定的变电站共有54
家,分别是：2011年度35kV及以上变电站分类评
定中被评为A类的14家变电站；2012年度被评为B
类的23家变电站；2013年度被评为C类的11家变
电站；2014年新增110kV变电站6家。

本次评定由各区县经信局会同区县供电中心
(公司)，依据《淄博市变电站分类管理及年检办
法》，按照供电营业区域划分的原则进行。评定
结果报市经信委后，由市经信委组织专业队伍，
根据各区(县)申报情况进行抽查验收。评定结束
后，评定结果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通报，对评定
为A类的变电站颁发标识牌，并在年度有序用电
方案制定时进行政策倾斜。

淄博开展

用户变电站分类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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