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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刘 兵

山东布莱凯特黑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布莱凯特）于2004年9月创建。董事长董
雅娟是全国人大代表，对农民始终怀有强烈的
感情。全国两会结束后，董雅娟马不停蹄，不
断调研，征求养牛户建议，把农民最需要解决
的问题放在首位。3月28日，在布莱凯特科技
新城会议室，组织了高青县和之韵肉牛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第一期培训班，旨在培养现代农
民，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李中华院长为社
员们带来一堂生动的课程。

企业发挥社会责任

高青县和之韵肉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位
于高青县唐坊镇仉家村，是由冯振山等29名农
民于2015年2月份发起成立的，把肉牛散养户集
中起来，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实现规模
化、标准化、科学化养殖，用布莱凯特的标准
养牛，再由布莱凯特统一收购，实现农企对
接，提高抗风险能力，提高养殖效益，走优
质、高产、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董雅娟告诉记者，为合作社组织培训班，
是企业发挥社会责任的做法。“现代农业需要
三大支柱，以农民自愿为基础、以现代技术为
依托、以法律契约为保障。很多观念农民不
懂，我们就请专家给他们讲讲。”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及成功运营离不开
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支持，高青和之韵肉牛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的成立依托的就是布莱凯特公
司。“和之韵”这个名字是董雅娟起的，
“和”代表“和谐、互助、和衷共济”，以前
合作社是固体的东西，现在产业链一带动，这
样的共同体，融合了文化、法律、培训等因素
在里面，变得活起来，更有韵味了。

今年，董雅娟打算成立六个合作社，争取
形成联社，让仉家村700多位村民都参与进

来，成为养牛专业村。在她看来，农民虽不好
管理，但让他们参加组织，他们就会有使命
感，整体形象和个人价值都会提升。

专家授课解难题

当天培训班内容以合作社的创办、合作经
济等方面为重点，李中华以几个案例，讲述了
一些可借鉴的经验。例如，牛肉的品质以日本
和牛为最佳，天价牛肉包含了生态、安全、美
味、规模、合作、品牌、营销、信誉等因素。
对于引导广大农民走农业专业合作化之路、促
进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有重要意义。

培训结束后，社员曹茂海在谈到加入合作
社的原因时，高兴地说：“以前我们是一家人
养一两头牛，最多三四头，不敢多养。一是养
牛成本高，而每头牛一年下来也就赚个两三千
块钱，还不如出去打工挣的多；二是不懂科学
养牛技术，靠老一辈传下来的土办法养牛，养
的牛不仅长肉慢，生病了也不会处理，病死一
头牛就得赔一两万，老百姓承受不起；再有，
养的牛不好卖，一家养个一两头牛，不仅价格
低，人家还不愿收。”

加入合作社后他这些困难都解决了。合作
社定期集中采购饲料，价格便宜，质量好；合
作社给大伙儿提供免费技术培训，现在牛长得

快了，生病少了，肉质提高了；最重要的是不
愁卖了，合作社直接和大型肉牛收购企业签订
收购合同，上门收购，减少了中间环节，让老
百姓挣到了钱，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一旁路过的社员王光学也兴高采烈地说：
“听了李中华院长的课，了解到我国、韩国、
日本等那些大型成功的合作社案例，再展望一
下我们合作社的未来，大家都充满了信心！”

李中华说，实现“现代农业”，最重要的
就是“高效益”，肉牛就是高起点、高效益的
产业。“农民种粮效益低，畜牧业的复合型农
业，种养结合，效益就会增加。”当下，靠着
种粮，高青农民年收益是9000元左右，而通过
入社养牛，一头牛一年能赚7000—8000元，相
当于原本收益的80%—90%，合作社规模扩大
后，百姓收益甚至可达到原来的几倍。

合作社助农致富

高青县地处淄博市北部，是一个传统农业
大县，是省财政直管县和淄博市唯一纳入黄河
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区县。该县山东黑牛
存栏量达到6 . 7万头，而黑牛产业仅是一个缩
影，以黑牛、大米、西红柿、西瓜、黄河有机
鱼为代表的“黑、白、红、绿、黄”五彩农业
优势突出，黑牛、大米、西红柿、西瓜等荣获

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认证。
高青县副县长赵学告诉记者，截至2014年

底，高青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已突破300
家，合作社种类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分别
占到合作社总数的1/2和1/4以上。经过几年的
发展，高青县合作社不仅在数量上持续增长，
还在规模和质量上不断提高，但就总体来说，
还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高青农业
发展潜力巨大。

为此，该县将把类似于“和之韵”的这种
培训拓展到整个县，重视培训的促进作用，推
动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通过培训使农民
掌握业务知识，解决农民不懂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何物，干部不懂如何指导、服务合作社发
展，负责人不懂如何管理运营等影响农民专业
合作社发展的突出问题。同时，重视发挥农民
的源动作用，尊重农民意愿和选择，依靠参与
者的才智及市场资源，不强迫命令，不包办代
替，把专业合作社真正办成多数社员说了算、
多数社员得实惠的组织。

“农民合作社的战略定位是：新型农业经
济的基本主体，发展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创
新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李中华表示，“和
之韵”有布莱凯特的带动，等于借船出海，原
料、技术、销路都有保障，这样组织起来的合
作社更有前景。

专业培训 技术支撑 龙头带动

布莱凯特助农民致富奔小康
阅读提示

□ 本报记者 杨淑栋 实习生 崔 蓉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日前，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莪庄村、淄博
光大农业发展公司用土地经营权证书拿到了
200万元的抵押贷款，这也是淄博市首笔为土
地流转大户发放的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这仅仅是淄川区激活农村承包土地经营
权的一个缩影。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是农村经
济的‘活水之源’，只要激活了它，农村经济
必定能繁荣。”淄川区农业局局长战振庆说。

农民贷款不再难

用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贷款，这在2014年
之前老百姓可是想都不会想的事情。而如今，
淄川区已把它变为了现实。

“以前，俺们要想贷款别提有多难了，又
要抵押物品，又要担保人，俺们上哪找去？”
莪庄村的不少村民向记者抱怨。

莪庄村党支部书记、长金蔬菜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肖长金也说，“搞农业有时候需要投入
很大的资金，作为农民，咱没这么多钱。现在
好了，有了土地经营权证书，以土地的经营权

作为抵押就解决了资金的难题。”
2014年初，岭子镇刘家庄村全体165户村民

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自此，通过农民资产确权的方式让农民
的“资产”变“资本”在淄川全面铺开。

其实，早在2013年，淄川区就开展了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并以此为契
机，查清了农户家庭承包地块面积和空间位
置，2014年，逐步把承包地块、面积、合同、
权属证书全面落实到户。淄川区通过向家庭承
包户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向土地
流转受让方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农村土
地经营权证》，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农村承包土
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沉
睡的土地资产逐渐苏醒。

催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土地逐渐连
片、经营权实现了抵押贷款，嗅觉灵敏的工商
企业看到了土地这块大蛋糕的增值潜力，迅速
进入农业，成为现代农业标准化、集约化、规
模化生产经营的生力军。

淄博锋泰置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房地产公

司，2013年注册成立“华凯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在淄川区龙泉镇流转土地500亩，建设
钢结构温室大棚14个，雇用当地农民30余人，
种植天然富硒西瓜、草莓、香瓜等，产业链也
逐步从生产向农产品加工、藏储、流通及休闲
观光服务业延伸，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过去，农业生产大多是一家一户的分散
模式，规模小、成本高、效益低、污染重，农
业发展必须破除这种小农模式，转向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规模化发展。现在，公司可以拿着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申请到土地经营权证书，
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引导经营权有序流
转，这就极大地鼓励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诞
生。”战振庆说。

2014年3月，淄川区在全市率先搭建起了集
信息发布、产权交易、资产评估、抵押融资等
为一体的信息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
和抵押融资平台，健全了区、镇两级有形市
场，并成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专家
组，免费对抵押地块进行价值评估，有序引导
土地经营权通过平台流转及抵押融资，为交易
双方提供服务场所和柜台一站式全程服务。

目前，全区通过“两个平台”完成了土地

流转交易347笔，涉及面积5 . 3万亩，其中集中
连片流转100亩以上面积3 . 6万亩，并为11户农
户发放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放金额达253
万元。

诚信评定保抵押质量

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壮大，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正在迅速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
主推手，为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释
放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淄川区今年出台了《关
于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诚信体系建设的意
见》，对全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行诚信评
价。“我们的诚信评价不仅包括银行正常考察
的是否经营证书齐全、是否有不良诚信记录
等，还延伸到农产品质量安全、规范管理等领
域，范围更大，可以更全面地考察贷款申请人
资质。”战振庆说。

记者在《淄川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诚信体
系建设考核表》中看到，诚信评价分四级，信
用总分为100分，每个评定方面的每个小项都
有对应分值。按分值从高到低评出A、B、C、
D四个信用等级，A级为诚信，B级为守信，C
级为基本守信，D级为失信。

诚信评定在B级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区里将优先给予政策扶持，合作金融机构
也会给予不同额度贷款授信并实行差别化利率
政策，逐步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征信+政
策扶持+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征信+
信贷”的业务服务模式。

同时，淄川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诚
信档案，实行系统监测、动态管理。每年12月
底，农业、金融部门将联合公布诚信等级评定
情况。对存量的诚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一
年一调整、两年一复评”的原则进行诚信等级
调整和复评，若评定对象的诚信情况有重大变
化，可随时调整。复评时，应根据诚信评分标
准重新核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诚信等级，对
达不到诚信评分标准，将变更诚信等级；对存
在严重失信情况的、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产事
故的、侵害农民利益的、有逾期账款等行为的
经营主体，实行一票否决，取消诚信称号，并
取消区级以上示范主体资格。“也就是说，只
要达不到诚信要求，我们可以随时把你‘踢’
出去。”战振庆说。

破除农民贷款难 催生新型经营主体

经营权抵押让土地成资本
阅读提示
2013年，淄川区开展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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莪庄村党支部书记、长金蔬菜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肖长金(左一)在大棚内指导社员为黄
瓜打杈。

为了让成千上万养牛户和公

司一起发展、致富，布莱凯特公

司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密切的

联结机制，利用在品种培育、饲

料加工、科学养殖、精深加工及

市场营销方面的优势资源，免费

给合作社提供技术、管理、加

工、销售等全方位的培训与支

持，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好、

更快地发展。

□记者 程芃芃 报道
布莱凯特公司的技

术员对合作社社员进行
养牛技术现场指导。

□记者 刘磊 实习生 周洁
通讯员 李兆鹏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15日，由国家外国专家局

经济技术专家司、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
淄博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15年外国专家组织项
目洽谈会”在淄博市齐盛国际宾馆隆重开幕。此
次洽谈会，来自37个外国专家组织的49名外国专
家代表，与淄博市200余家企业进行洽谈，初步
达成项目合作意向227项，聘请专家意向271个，
可解决技术难题294个。

据了解，积极引进国外智力是中国改革开放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加快现代化建设长期坚持
的战略方针。淄博市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部
署要求，坚持“请进来”和“派出去”相结合，
积极引进海外人才来淄博工作、创业,选派优秀
人员赴国(境)外进行专业培训，吸收和借鉴国外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加快实施人才强市
战略，加快推进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合作。

近年来，在国家和省外专局的大力支持下，
淄博市多渠道、多形式引进国外人才智力，先后
有1500多位外国专家来淄博传经送宝，实施国
家、省、市经济技术类引智项目140多项，选派
320多人出国(境)培训，建立国家级引智示范基地
2家，省级基地6家，市级基地6家，3名专家荣获
国家友谊奖，24名专家荣获齐鲁友谊奖，36名专
家荣获淄博友谊奖，有效推动了科学技术创新和
管理创新，为该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国外智力支撑。目前，淄博已经与160多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与12个外国城市结
为友好城市。

2015年外国专家组织

项目洽谈会开幕

□记者 刘磊 实习生 周洁
通讯员 潘文英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记者从淄博市工商业联

合会获悉，4月9日，2015年企业家活动日暨山东
省企业家年会在济南南郊宾馆召开，会议对我省
优秀企业进行表彰，淄博市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与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斩获大奖。

据了解，会上表彰了获得第三届中国工业大
奖和2014年度全国质量奖的山东企业和个人以及
获得第二届山东工业突出贡献奖的企业。淄博市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尔集团公司分获第三
届中国工业大奖；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
得第二届山东工业突出贡献奖企业，为全省5家
获奖企业之一。

省企业家年会

淄博两家企业获奖

□记者 刘磊 实习生 周洁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11日下午，第四届中国陶

瓷颁奖盛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此次活动由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主办，中国陶瓷家具网承
办。在此盛典上，山东统一陶瓷科技有限公司一
举摘得“科技创新金奖”，其旗下的“瓦伦蒂
诺”品牌获得中国陶瓷榜“仿古砖十大品牌”荣
誉称号，“潘帕斯”品牌获中国陶瓷榜“全抛釉
十大品牌”荣誉称号。

据了解，此次中国陶瓷榜旨在表彰过去一年
来为陶瓷行业发展作出贡献的企业，树立陶瓷行
业具有出色实力，深得消费者认可的标杆企业。
山东统一陶瓷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在继成功研制出
国家发明专利产品复古生态砖之后，又成功自主
研发了粉煤灰制高档陶瓷砖，为国家节能减排作
出了突出的贡献，为陶瓷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树
立了标杆，才被授予“科技创新金奖”荣誉称
号。

统一陶瓷科技

获三项国家级大奖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孙培胜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记者从张店区人才工作

办公室了解到，截至目前，张店区在各镇（街
道），经信、科技、教育、卫生等部门以及重点
经济园区建立了24个人才工作站，为大中型企业
配备人才工作联络员214名，具体负责本单位人
才引进、培养、服务等工作，将人才管理服务的
触角直接延伸到用人一线。

据了解，今年以来，张店区人才办加强与教
育、卫生、人社等部门的沟通，为各类人才办理
安置家属、子女入学等实事200余件，解决了人
才工作的后顾之忧。并在人才相对集中的淄博科
技工业园、张店东部化工区等大型工业园区建设
人才公寓500余套，为人才提供免费的过渡周转
用房。此外，人才办还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支
持计划”，建设“张店区大学生创业园”，通过
房租减免、物业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扶持大
学生创新创业。

张店214名

人才联络员服务企业

□记者 刘磊 实习生 周洁
通讯员 王丽君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外贸中小企业商

会玻璃分会成立大会暨外贸信息发布会在淄博市
高新区举行，100余家玻璃制品企业参会。

据了解，会议宣布淄博市外贸中小企业商会
玻璃分会成立，并初步确定了会长、副会长、理
事单位，通报了全国外贸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及淄博市玻璃制品出口情况，并有专家分别就出
口货物退税政策、财务核算等进行了解读。玻璃
分会的成立，有助于增强玻璃制品行业的凝聚
力，对玻璃制品企业共商解决行业发展中存在的
共性问题、实现抱团发展、积极推动“走出
去”、全面提升淄博市玻璃制品在全国乃至国际
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淄博外贸中小企业

商会玻璃分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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