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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在临朐县辛寨镇西盘阳村的农
地里，农民们正在播种玉米，抽水机井隆隆作
响，哗哗的井水顺着一排排新开挖的沟渠流
向了农田。

“以前浇个地麻烦大了，等机井得排队，
铺水管就得200多米，一亩地浇大半天。”正在
播种的村民张法宪对记者说，“现在灌地不愁
了，管道就埋到地头上，接上20来米的水管就
能把地浇透了，也就用一个来小时，省时省
力。”

临朐县通过推行终端水价、发展节水灌
溉、推行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等措施，
明确了农田水利设施的维修养护责任制，解
决了农田灌溉难、用水难、用水浪费现象等突
出问题。

管道灌溉

让农民不再“愁”

过去，临朐县多数农民都采取“大水漫
灌”的方式灌溉农田，也就是从水库干渠放
水，通过支渠引水到自家的农田里。这时，
农民需要把干渠到田地支渠之间的土口扒
开，引导水从干渠一步步流到自己的田里，
灌溉结束后，再把引水的土口堵上，费时费
力不说，灌溉效果也不好，容易造成部分农
田引水不均。

2012年，临朐县开始实施管道灌溉工程
后，从水库或者机电井中取水，通过管道输送
到田间地头，通过给水栓或通过喷灌设施提
水，提高了灌溉效率，也给农民减轻了负担。

“目前，包括辛寨镇在内，丹河水库灌区
的39个村都已经实施了管道灌溉这一新灌溉
方式。”临朐县丹河水库管理局局长安同江
说，2012年10月底，丹河水库灌区泵站加压与
自流结合管道灌溉工程动工建设，工程总投
资2056万元，铺设主管道19 . 63公里，支管道
87 . 69公里，安装给水栓1643个，2013年5月，该
工程通过省级验收。丹河水库灌区也成为临

朐第一处实施管道灌溉的水库灌区，目前，临
朐嵩山水库、冶源水库等几个大型水库库区
也相继实施管道灌溉。

临朐山区丘陵面积达87 . 6%，作为农田水
利灌溉“最后一公里”的“小农水”，更是临朐
发展现代农业的突破口。近年来，该县累计投
入资金9 . 43亿元，实施水利工程7大类65项。其
中，农田水利建设投入1 . 75亿元，构建起了“渠
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农田水利保障体系，
一片片“望天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

水利设施有了“主人”

今年58岁的张守圣是临朐县辛寨镇大店
子村的村会计，自从2013年5月以来，他又多了
一个“职务”，就是该村的“管水员”。村民们找
到身为管水员的张守圣，告诉他农田里的庄
稼“渴了”，到了放水灌溉的时候了，这时候张
守圣则会挨家挨户记录村民们的灌溉需求，
统计下来之后，就去跟临朐县丹河水库管理
局的负责人员通报情况，由管理局统一实施
放水灌溉。

其实，收水费、负责协调灌溉时间等任务
还是“小事”，对于张守圣来说，在农田正式开

始灌溉之前，检查全村的六七十个给水栓才
是“大事”。如果设备出现损坏，张守圣便记录
下来，由维修人员进行修理。以张守圣所在的
大店子村为例，该村有六七十个给水栓，在每
个灌溉周期到来之前，管水员都要对设备进
行检查，而给水栓出现堵塞、淤积等小故障是
常有的事。

“过去，农田水利工程存在产权不明、重
建轻管的现象，在农村集体缺乏有效组织和
管护资金的情况下，水利基础设施一旦出现
问题就面临无人监管维修的局面。”临朐县水
利局局长张炜说，2013年以来，临朐县实施了
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原则就是“谁投
资、谁所有、谁受益、谁负担”，具体来说，就是
由水利设施所在的村进行日常检查监管，出
现设备故障等问题时，再由各地管理部门派
专人进行维修。为使群众增强对水利设施建
设和建后管护的积极性，该县还成立了灌溉
协会，建立项目建设管理公开公示制度，引导
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小型水利工程管护。

“按方收费”节水达六成

丹河水库灌区水源来自丹河水库，水库

控制流域面积27平方公里，与临朐县嵩山水
库、冶源水库等大型水库相比，只能算是中型
水库。由于水库流域面积小，水库多年来的年
平均来水量约在350万方，而且受降雨季节影
响，年度间差异很大，年可提供农业用水量
200万方左右。同时，灌区执行的水价较低，仅
0 . 06元/方，过低的水价造成了用水农户节水
意识不强，水浪费极为严重，水资源紧缺和农
业用水浪费也成为该灌区的主要矛盾。

“一方面，水管单位财务紧张，另一方面，
农民的水费负担也日益沉重。”安同江说，因
此，发展节水灌溉，改进水费计收模式已经成
为了当务之急。

2013年9月，丹河灌区在全县率先实施了
“按方收费”的新型水费管理模式，新模式的
改变在于，由之前农民按农田亩数交纳水费，
统一调整为“用多少方水交多少钱”的模式。

“说实话，新水费模式刚开始实施的时
候，我还有点担心，水费是不是会比以前贵
了啊？”张法宪说道，因为以前对他来说，
田里的用水是不限制的，只要按亩交上水
费，就算灌水灌多了，“涝”了庄稼，也不
会有额外的水费支出，而新水费模式规定
“用多少水交多少钱”，给很多农民的第一
感觉是“水费要涨”。

“实际情况是，农民负担的水费不但没
涨，而且还降了不少。”安同江说，“按方收费”
的模式是在管道灌溉工程结束后实施的，相
比于之前“大水漫灌”的方式，管道灌溉是更
加科学、高效的灌溉方式，让水资源利用率大
大提高，因此农民只需要比之前少得多的农
田用水，就可满足灌溉需要。

以丹河水库灌区的2014年春灌为例，与
以前“按亩收费”模式相比，该灌区用水总
量由原来的一次150万方下降为目前的60万
方，用水总量减少60%；亩平均用水量由350
方下降为目前的80方左右，节水77%。灌区
实灌面积由原来的2000亩左右增加为10000
亩，增加5倍，有效控制面积达到63%。灌溉
周期缩短5到10天，灌区农民水费负担下降
30%以上。

“以前一亩地用水得将近30块钱，现在
按照每方水三毛四，一亩地七八十方水来算，
水费还降了呢，如果跟机电井供水相比，就更
省钱了。”张法宪说，由于丹河水库水量不大，
因此不少农户只能使用从机电井里抽出的水
源供水，每亩地用水达到60元钱左右，而新
的水费模式实行后，大大节约了水源，更多
农户可以使用价格更低、更加方便的水库管
道供水灌溉了。

临朐：“小农水”改革做活水文章
◆产权改革解决水利设施养护难题 ◆管道灌溉、按方收费等措施省水省力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李胜男 周 强 报道
本报肥城讯 “领失业金那会儿，怎么

也没想到自己能成为创业者，还能帮助别人
就业。最难的时候，多亏从市里获得了10万
元的资金扶持，自己才能成功创业。”6月
30日，记者在肥城文化西路“曹状元”烧饼
店见到了正在忙碌的店长展琳琳，她一个劲
儿地感激当地出台的创业好政策。今年以
来，肥城市新发展1958户个体工商户，为肥
城全民创新创业平添活力。

为鼓励引导更多的人参与、支持创业，
各职能部门服务创业的行动进一步提质、加
速。就业办将19项业务下沉，缩短办事时
间，设立导服台，有效提高了办事效率；公
共行政服务中心开展“帮企业解难、为创业
铺路”主题活动，为企业发展和全民创业提
供良好环境；工商局、就业办等有关部门积
极协调，加快建设全民创业指导中心，搭建
创业服务载体平台。

在推进全民创业工作中，肥城市抓住创
业者和创业企业融资难这一关键环节，发挥

小额担保贷款扶持全民创业的优势。先期设
立500万元创业扶持资金，扶持创业带动明
显的重点项目、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和
重点人群。在去年小额担保贷款首次破亿元
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再次发放贷款5025万
元，为326名自主创业人员和19家创业企业解
决了融资难题，并落实贴息320万元。

当地制定《全民创业培训工作实施方
案》，通过“群众点单、政府买单”的方
式，今年上半年免费培训1621名创业者。年
初成立创业者协会，帮助创业者过“门

槛”、渡“难关”，已吸纳会员单位230余
个。

目前，肥城在社会服务、电子商务、网
络研发、农产品加工、手工艺制作、畜牧养
殖以及企业推陈出新、转型升级等各个领域
均呈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

据统计，今年前6个月，肥城新发展私
营企业829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29户，较去
年同期分别增长128 . 4%、21 . 7%，个体工商户
同比增长74 . 2%；发放小额担保贷款扶持1743
人创业，创业带动就业4834人。

肥城强力“筑巢”激励全民创业
上半年新发展个体工商户1958户，创业带动就业4834人

关键词：小农水改革

□本报记者 李梦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崔颖 鹿 露

核桃苗带来的希望

6月22日，在东阿县刘集镇东苫山村，
村民刘庆昆正和老伴侍弄屋后的核桃树苗。

“俺老两口身体都不太好，家里只有2亩多地，
一年到头也落不下多少钱。今年春，村里免费
发放的核桃树苗让俺感觉有了新盼头。”刘庆
昆说。

去年，经过精准识别后，刘庆昆被确定为
扶贫对象，两位老人分到了32棵核桃树苗。今
年春天，老两口在自家房前屋后的空地上都
栽上了核桃树苗。

村支部书记刘凡昆说：“核桃树四年后可
以结果，一棵核桃树可以产20斤左右的核桃，
按照现在的核桃价格，一年一棵树能收入300
元左右；十到十五年的核桃木是做家具的好
材料，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是2000到3000元一
棵，分到每年里面一年的效益在150元左右，
这样一棵核桃树的一年收入能到450元左右，
32棵一年的收入就是近15000元。”

“像刘庆昆这种情况有很多，让他们选择
在房前屋后空闲地上搞种植，本身也是我们
扶贫工作精准化的一种体现，对于土地多一
点的贫困户，我们就让他们种植在成方连片
的土地里。这样分类进行，既节省了土地，又
照顾了体弱多病老人的具体困难情况。”省委
统战部下派东苫山村第一书记陈磊，对扶贫
的精准化有着切实的感受。

精准公正识别扶贫对象

“这次精准识别，我们提前做了很多准
备，做到不漏户，不错选，工作量比以前精细
很多。”东阿县扶贫办公室主任刁显国说，在
对全县村民进行入户调查，掌握一手资料后，
他们又依次进行了申请、民主评议、公示等工
作。

“为了保证公平，在精准识别工作之前，
我们还要求各村选出村民主评议贫困户评议
小组成员，千人以下的村至少20人，千人以上
的村至少30人。”刁显国说，“选好的评议成员
带着印好的农户登记表入户调查，登记表上
的内容除省定的以外，还另加了种植、养殖、
经营、打工、转移、财产等项目，确保被调查户

的信息无遗漏。”
按照省市要求，精准识别工作的对象为

县内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322元，且有劳动能
力与致富意愿的贫困户，依据省定农村扶贫
标准，按照“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
的原则，东阿县对所有行政村的贫困户都进
行了精准识别。目前，东阿全县共识别出贫困
村90个，贫困户23913户，贫困人口64003人，占
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3 . 8%。

东苫山村1663口人，通过精准识别共有
200多户、440人被选为扶贫对象。“评议员都是
村里人，谁家的情况咋样他们非常了解，再加
上贫困户识别要做到‘两公示一公告’，这些

都有效做到了针对性。”刘凡昆说。

扶贫就要“真脱贫”

“在识别过程中，五保户、低保户、伤
残人士等首先要识别进来，但是真要做好扶
贫工作，那就得先选择那些有脱贫能力、脱
贫愿望的群众，做到不浪费扶贫资源。”陈
磊表示，可以采用互助金这种方式，大队和
种养大户出钱、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出让
扶持资金（或苗木、家畜等）各自占股，由
种养大户代为种养，这种扶贫方式比较合
理。”

该县鱼山镇姜韩村有256户931人，其中
贫困户125户，贫困人口468人。2012年起，
村里在省派第一书记帮扶下，建起了高端玫
瑰产业园区200余亩。通过对市场考察、成
功模式借鉴以及当地优势资源多方论证，村
两委人员及群众代表表决通过了玫瑰地里养
鸡项目的实施意向。财政扶持30万元，主要
用于鸡舍建设及鸡苗补贴；贫困户以每户
500元一股的方式，参与用于购置鸡苗、饲
料及其它养殖费用。项目共覆盖了104个贫
困户，408名贫困人口，实施主体为入股村
民。

“精准识别工作的目的是脱贫致富，既
然是‘真扶贫’、‘扶真贫’，那么如何将
扶贫的‘输血能力’转化为‘造血能力’，
让贫困户凭借自己的双手和政府的扶持成功
脱贫，是关键问题。”刁显国说，“从以往
的扶贫经验来看，贫困户们缺乏养殖知识和
经验，如果我们鼓励贫困户用扶持资金(或
家畜)入股种养大户，同时在种养大户的带
领下打工，这样他们既能拿到分红，又能领
到工资，会收到更好的扶贫效果。”

“精准滴灌”惠及2万多户贫困家庭

东阿让“输血”真正变“造血”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进 报道
本报莱芜讯 “又到了蓝莓采摘的季节，今年我们蓝

宝石蓝莓基地产量达到10000斤左右，预计收入能达到30
万元。”7月4日，莱芜市钢城区汶源街道北通香峪村蓝宝石
蓝莓基地投资人刘新军告诉记者。该基地是目前全市种植
面积最大的蓝莓基地，所产蓝莓已于2014年通过国家农业
部绿色食品认证，成为钢城区重点扶持的农业产业化企业。

蓝莓产业是汶源街道新发展的一大产业，目前已经有
了万亩蓝莓生产基地，带动辐射周边，建设蓝莓种植区、采
摘区、观赏区和休闲区4个功能区。作为水源地，汶源街道在
发展方向上保红线，在发展方式上调优红樱桃、蜜桃、蓝莓
三大主导产业，实现绿色增长。目前，汶源街道拥有桃园8万
亩，人均增收3000多元。每年3至6月份，前来钢城区观光采
摘大樱桃的游客近10万人，种植户户均收入超过6万元。

蜜桃、红樱桃、蓝莓“三原色”已成为汶源林果业的
主色调，依托“三原色”，汶源街道规划建设“冠世桃花
源”风景区，以“山、水、桃”为主题，建设蜜桃生产、
蜜桃加工物流、观光旅游、综合服务四大功能分区，力争
用3年时间打造成集生产、加工、交易、科研、旅游观
光、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区。

钢城区汶源街道打造生态林果产业

“三原色”调出
林果主色调

□通讯员 赵清华 记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记者近日从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获悉，

该区养老床位已达到了704张，基本上每千名老人45张床
位，提前完成了“十二五”计划目标，率先完善了养老服
务体系，领先全省。

去年以来，该区积极争取上级配套资金316万元，高标
准建成2处老年公寓、2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8处农村幸福
院，全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其中中海公寓占
地39亩，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总投资1650万元，设有200个
养老床位，是一处多功能、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秦皇河老
年公寓毗邻风景优美的秦皇河公园，建设养老床位120张，
配有厨房、餐厅、保健康复多功能大厅、影院、花房等养老服
务设施，目前进入试运营阶段。依托社区建设的开发区滨海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崇德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已顺利
竣工并投用，设有日间照料床位40张，为社区生活困难、行
动不便孤单寂寞的空巢老人提供专业化、社会化养老服务。

同时，区管委会还稳步推进农村幸福院建设，按每个
幸福院建筑面积不低于400平方米、设置床位不低于20张
的标准进行建设。到6月底，全区8处农村幸福院已投入使
用，新增养老床位304张。到年底，将建成38处农村幸福
院，为老人提供全方位的便捷服务。

滨州开发区率先完善

养老服务体系

□赵临帅 报道
临朐县龙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十字路村民刘军成正与妻子一起灌溉自家的苗圃，该产业

园有效水利灌溉面积达3 . 4万亩，基本达到全覆盖。

□张环泽 李宗宪 报道
7月2日，位于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马头村，一处在5年

前关闭的实心粘土砖瓦窑场上种植的50亩树莓喜获丰收。
农民们正抢抓时节采收、冷藏，亩收入可达1 . 2万元。近年
来，山亭区全面整治粘土砖瓦窑场，对当地22座实心粘土砖
瓦窑实施爆破拆除，复垦土地1200多亩，全部种植了树莓、
葡萄、油桃等经济作物，促进了农民增收。

山亭复垦土地种树莓

□孟宪华 李中文 王磊 报道
本报平邑讯 今年以来，平邑县把服务群众融入基层

党组织的经常性工作，走出了一条基层组织设置全覆盖、
服务于民全天候、定目标责任的新路子，基层党组织的活
力大大增强。

“两全”即基层组织设置全覆盖，引领服务全天候。
该县广泛推广“支部+协会”、“产业党组织”、“兼合
式”等党组织设置模式，“支部1+1”、“党心连民心”
等城乡党组织结对共建模式，到今年6月底，全县基层党
组织发展到1790个，其中农村基层党组织675个，实现了
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同时，全县515个村居实行村
“两委”干部、大学生村官工作日坐班、开展机关人员为
民服务活动，全县2884名村干部围绕党的建设、基础设施
等七个方面作出承诺6200多项。

“一定”即立足实际，确定镇街党（工）委、村党支
部、农村党员的责任目标。平邑在全县推行基层党（工）
委书记抓党建年度承诺制度，实行基层党（工）委书记抓
基层党建责任追究；在村层面推行村干部“承诺践诺”制
度；在农村党员层面，镇党委、村党支部本着“自愿、就
近、方便”的原则，组织责任心强、头脑活、有一技之长
的党员签订目标责任书。

平邑“两全一定”

打造服务型党组织

□吴宝书 报道
本报巨野讯 近日，位于鲁西南革命老区巨野县独山

镇的邢海村，接收到了一笔价值125万元的公益捐助。
这次捐助活动由北京罗麦科技有限公司与启明公益基

金会主办，主要针对革命老区的贫困老人和农村中小学建
设进行帮扶。邢海村小学此次共获捐台式电脑50台、桌椅
50套，21名老师每人一台笔记本电脑。同时，罗麦公司还
将为邢海村及张街村修建道路2500米，安装路灯80个。

巨野一农村小学
获百万元捐助

□崔颖 鹿露 报道
东阿县鱼山镇姜韩村余香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接了散养芦花鸡精准扶贫项目，图为7

月7日，村支书周生河在查看芦花鸡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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