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标志着“新农
人”正式成为一种新型的职业选择，他们
或将成为现代农业的主力。然而，这一新
生的职业还面临着人才匮乏、资金短缺等
诸多问题。

□ 本 报 记 者 魏 东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方秋玲 刘福春

王天培是个不折不扣的“技术控”。
别人种不出庄稼的地，他承包来种，别人
看不上眼的树种，在他眼里是宝贝。

王天培的家乡位于广饶县大码头镇，
多盐碱地，粮食种植效益不高。他多次拜
访聘请专家，讨教当地柽柳改良问题。经
过10多次引种、试验，培育出了一种能耐
盐碱、耐干旱、耐水湿的新品树种“盐
松”。尽管近两年苗木市场不景气，但
“盐松”却“一枝独秀”，目前公司“盐
松”产值已达3000多万元。

随着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涌现，像王天培这样的“新
农人”越来越多，用智慧和科技改变着“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

看似一帆风顺的创业并没有让王天培
骄傲自满，相反，对高端农业技术的渴求
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越往下走越觉得
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了。”他说。

“不少新农人是从企业家、工人、大
学生‘跨界’而来，他们农业技能缺失或
不足，缺乏与土地和农民打交道的能力及
经验，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广饶县农业
局科教与市场信息科负责人李秋国说，目
前针对新农人的培训体系还较为单一，都
停留在理论层次，停留在办培训班上。

广饶县李鹊镇西柳村的创业大学生马
晨晓就被“技术”将了一军。

去年大学毕业后，马晨晓回家承包了
230多亩土地，种起土豆和红薯。到了土豆
生长的中后期，是产量快速增长的关键阶
段，她的土豆却出现了叶子发黄、发卷等问
题。跑到当地农资店取经，得出的结论是

“晚疫”，可药喷了一遍又一遍，却丝毫不见
改观。马晨晓干脆带着植株找到了一家农
业科研院所，化验后才得知，这根本不是什
么“晚疫”，而是受到了蓟马虫的虫害。

“我们当地种植经济作物的比较少，
多是以粮食作物为主，当地有些科研院所
甚至没有种植土豆、红薯方面的专家。”
马晨晓说，现在遇到种植上的难题，她只
能通过微信、QQ视频等手段向外地的专
家请教。“下一步我打算聘请一位专职的
技术员，不过资金的担子又要加重不少
了。”马晨晓有些无奈。

除了技术难题不好解决，资金也是马
晨晓创业路上的“拦路虎”。“前期相关
部门为我申请了10万元的贴息贷款，但还
是不够。”马晨晓说，现在她想申请贷
款，但所有的银行都需要抵押物、担保
人。“随着经营规模逐渐扩大，传统的民
间借贷已不能满足需求。但由于农村土地
确权刚刚启动，价值评估不易，马晨晓手
中的土地、房屋等权证和资产难以抵押贷
款。”李秋国表示。

“专业化的农业人才越来越少了，会
种地的农民也越来越难找。”王天培感
慨。同样是大学毕业返乡创业的刘超，在
李鹊镇承包了1400多亩地搞起了胡萝卜种
植的订单农业，季节性的雇工成为她日常
管理中的常事。每当看到成片的胡萝卜发
芽、长大，刘超虽然满心欢喜，但也不禁
泛起了愁容：“农村的青壮年都到城里工

作了，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一到农忙
季节，紧缺的劳动力根本不够用。”

“每人一天100元—150元都难觅人
工。年轻人不愿种地，一是怕吃苦，二是
不懂种植。”刘超说，这几年她新引进了
先进的迷宫式滴灌技术和水肥一体化管
理，每次雇工都需要找来技术人员对工人
们专门培训。“但即使培训完了，还是有
很多地方干的不合格，要重新返工。”

要想在土地上“大展拳脚”，土地流
转自然也是绕不开的问题。“在土地流转
过程中，经常遇到村民不理解、土地流转
难、承包不连片等困境。”王天培说，因
为不信任，有的农民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
去，宁愿看着土地丢荒。

虽然与一家一户的种植模式相比，新
农人的规模已经扩大不少，抵御风险能力
提高，一定程度上不再是“靠天吃饭”，
但是由于产业协会、合作社联社等机构较
少，更多新农人还是单打独斗。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些“新农
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趴在自己的试验田里
“埋头苦干”，自己跑资金、找技术、上
项目，同周边的同行们少有交流。“种好
自己的地，别人的事很少打听。”马晨晓
的一句话道出了这个群体目前的尴尬。

□记者 方 垒 报道
本报济南8月14日讯 今天白天，我省部分地区降中到大雨局部

暴雨。记者从水文局获得消息，14日8时至17时全省平均降雨6 . 3毫
米，降雨量较大的依次为：威海27 . 6毫米，聊城12 . 8毫米，烟台11 . 9
毫米，济南9 . 9毫米，东营9 . 5毫米。全省17市仅日照无雨，最大点降
雨量为济南市兴隆站102毫米。

水情方面，截至14日8时，全省192座大中型水库中，蓄水超汛限水
位的共有13座。其中，临沂5座、莱芜3座、济南3座、淄博1座、潍坊1座。

全省大中型水库、南四湖及东平湖蓄水总量45 . 84亿立方米，较
历年同期少蓄3 . 48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蓄15 . 35亿立方米，较汛前
多蓄20 . 03亿立方米。其中，东平湖水位超汛限水位0 . 06米，南四湖水
位接近汛限水位。

针对目前防汛形势，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宋少文告
诉记者：“目前我省防汛形势和压力总体处于不平衡状态，鲁中、鲁
西南和鲁西北地区防汛压力较大；而鲁东南和半岛地区由于近期总体
降雨量相对较少，土壤饱和度底，水库蓄水少，即使遭遇强降雨，防
汛压力也相对较小。其中，青岛、烟台、威海、潍坊等地区部分水库
仍然较干，水库进水量少，8月以来的降雨反而对蓄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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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了解到，国
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近日公布2016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我省8个图
书出版项目入选，获资助总额328万元。

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8个项目
是：青岛出版社的《三中全会 改变中
国》《新中国宣传画》；山东教育出版社
的《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8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美育思
想通史（10卷）》；山东友谊出版社的
《中国音乐总谱大典 卢沟音碑》；齐鲁
书社的《中国历史民族地理》《中国三千
年疫灾史料汇编》；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的《提高油气采收率理论与技术丛书（第
1辑）》。

2009年以来，我省已有63个项目获国
家出版基金资助，总金额达3600余万元，
为加快建设出版强省提供了有力支持。
（□赵琳 报道）

近日，教育部全国教育普法领导小组
办公室公布首届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知识
网络大赛结果，我省小学、初中、高中
（含高职）三组获奖总数均居全国第一。

这次比赛分初赛和复赛两个环节，自
去年11月启动，至今年5月底结束。初赛
环节，我省参与学生超过300万人，约达
我省学生总数的20%。我省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和各类学校获得杰出组织奖和优秀组
织奖等各奖项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复
赛阶段，我省有150多万学生入围参赛。
（□李子路 报道）

□记 者 杨国胜 都镇强
通讯员 朱松华 张同波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市审计局安
丘市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同步审计项目
组“临时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召开。党
支部书记窦中旗告诉记者，他们12名审计
人员需要在40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审计任
务。在审计组进驻的当天下午，6名党员
就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党员走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
里。我们要求在外执行审计任务的审计组

只要3名党员以上、出差1个月以上都要建
立‘临时党支部’，既要抓好党员干部的政
治学习，又要加强纪律约束，更要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真正夯实基层堡垒。”潍坊
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宫智说。

“临时党支部”是倒逼出来的创新。近
年来，审计任务日益繁重、大项目不断增
多、审计人员长期出差在外，如何把党建活
动融入到工作、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实
现对党员的无缝隙管理成为一个难题。潍
坊市审计局曾经统计过一个数据：近几年，

一线审计人员平均外勤时间都在200天以
上。有的审计人员外勤时间甚至近300天。

“审计工作千头万绪，领导干部不能
坐在后方指挥前方，必须靠在一线为审计
人员出谋划策、解决难题。”正在坊子区带
队执行审计任务的潍坊市审计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李宏德说。在这次潍坊市审计局
组织的对诸城市、安丘市、坊子区3个市区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项目
中，审计组长分别由3名党组成员、副局长
担任，副组长分别由一名副县级干部担任。

“临时党支部”的建立在为审计工作
提供组织保障，提高审计工作效率的同
时，有效强化了党风廉政建设。由于审计
权力集中在审计一线，每名一线审计人员
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个别审计人
员存有“人情”审计、以权谋私的心思，
审计时掩盖、私放、不报问题，最终会带
来重大风险隐患。“临时党支部”把严肃
工作纪律作为一项重要职能，不时给大家
扯袖子咬耳朵，并严格落实相关廉政制
度，有效防范了各类风险隐患。

□记者 李可可 报道
本报济南8月14日讯 由大众报业集团、中国人寿山东省分公司

主办，山东新闻书画院承办并获得山东省美协和山东省书协大力支持
的“中国人寿杯”山东省第十二届少儿书画大赛颁奖典礼暨获奖作品
展开幕式，今天在山东新闻美术馆举办。知名画家、儿童教育工作者
以及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小画家和组织机构代表400余人出席。

颁奖礼现场，获奖小画家进行了绘画和书法长卷的创作，童心童
趣，异彩纷呈。著名画家马林春教授现场点评了部分优秀作品，高度
肯定了艺术与童真的结合之美，也给孩子们提出了更自由、更释放、
更丰富的要求。

本次少儿书画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儿书画作品75000余
件。

□记者 赵 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青莹秀澈的美玉石雕、巧夺天工的木雕根艺、栩栩

如生的刺绣精品、温润典雅的名家紫砂……即将在8月25日—8月28日
举行的第六届山东文博会上，工艺美术馆与珠宝玉石馆将汇集来自山
东、北京、广东、云南、江苏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巴基斯坦、
老挝等地的国内外工艺美术精品。其中不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省市
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优秀作品，展品种类之丰富、展览档次之高、展览
规模之大堪称文博会历届之最。

负责本届文博会招展工作的天一会展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在工艺
美术馆，将展出四大名砚、十大名石、笔墨纸砚、古典家具、沉香木
雕等工艺精品，还能欣赏到极具非遗传承特色的工艺烙画、青田石
雕、苏州刺绣等传统工艺。同时，一批手艺人将亮相文博会，他们在
传承中创新，担守艺之责，展匠人风采。

执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届时文博会现场将设立珠宝鉴定中心，免
费提供珠宝玉石的咨询与检测服务，先鉴定后购买。

□记者 赵 琳 报道
本报台北8月14日电 第十二届海

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今天落下帷幕。
“海图会”期间，山东作为主宾省，
组织37家出版社带来万余册鲁版图书
和数字产品展出，举办了一系列充满
书香鲁韵的主题活动和民俗展演，受
到台湾读者和观众欢迎。据统计，三
天期间，共有60万人次到山东主宾省
展馆参观或购书。

“海图会”期间，山东各出版社
“牵手”台湾业界翘楚，在战略合
作、版权输出、发行等多方面开展合

作。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
张承军介绍，他们与台湾凌网科技有
限公司签署了影音多媒体产品授权
书，将济南出版社出版的14个音像出
版物和3套电子出版物授权给台湾凌网
科技，在亚洲和北美洲的华文覆盖区域
作版权输出推广发行。山东出版集团旗
下的山东人民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
社、明天出版社、齐鲁书社，与台湾龙图
腾文化有限公司、大地出版社、文史哲
出版社、阁林文创有限公司、木石文坊
图书有限公司签约开展深度合作。

山东主宾省展馆举办了新书发布

会、读书分享会、图书研讨会等11场
主题活动。台湾出版业人士纷纷表
示，要抓住机会，进一步加强双方的
合作，推动鲁台图书交流。台北市出
版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卢钦政表示，
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山东和台湾的出
版社需要更多深度交流。台湾大学哲
学系教授杜保瑞表示，现在台湾出版
界更多地注意到了大陆的出版业蓬勃
发展，尤其是近两年，大陆的纸书销
售出现了“逆袭”，让出版界振奋，
台湾要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向大陆同
行学习。

第十二届“海图会”落幕，鲁台出版界将探索深度合作

60万人次到访山东馆

8月12日，山东主宾省展馆举办开馆仪式。

明天出版社工作人员向台湾观众
分享大陆的传统文化原创绘本。

鲁版图书受到台湾小朋友欢迎。

我省13座大中型水库

蓄水超汛限水位
鲁中鲁西南鲁西北地区防汛压力较大

山东省第十二届少儿

书画大赛获奖作品展开幕

缺资金，少技术，会种地的农民越来越难找

新农人“试验田”如何“整平”

针对审计项目多、出差时间长等特点，潍坊市审计局探索党建创新

“临时党支部”实现党员无缝管理

走，文博会上看“宝贝”去
届时将设珠宝鉴定中心免费为观众鉴宝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8月14日讯 今天晚上，2016第八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

岛国际海洋节在青岛奥帆中心闭幕，并向获得2016“风之帆杯”青岛
国际帆船赛珐伊26级、珐伊28级的冠亚季军的帆船队颁发奖杯和奖
金。据悉，青岛9月再迎世界杯帆船赛。

作为2016第八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核心板块赛
事，2016“风之帆杯”青岛国际帆船赛共吸引了来自日本、香港以及
北京、青岛、日照的多支船队参赛。其中，来自日本绿松石帆船队摘
得2016“风之帆杯”青岛国际帆船赛珐伊26级的冠军，梦想汇俱乐部
一队获得了珐伊28级的冠军。

图为8月14日，2016“风之帆杯”青岛国际帆船赛比赛现场。

青岛国际帆船周
海洋节闭幕

（上接第一版）实现了从物流配送到清洁能源的动能转换，董事长刘
振东希望未来的恒通转型为轻资产的渠道控制商。

金融创新支撑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驱动高端供给。市长吕波告诉
记者，在龙口，企业有了钱，花到研发和技术改造上已成共识，全市
有100多家企业与大院大所建立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80余家，实施技
术更新升级项目130多个，有效提高了高端铝材料、汽车零部件等产
业的技术装备水平；2015年，完成研发投入36 . 3亿元，占GDP比重
3 . 49%；实现高新技术产值1645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
52 . 9%，高出全省20 . 4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获各类重量级科技成
果89项，是2015年全省惟一同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国专利
金奖的县级市。

发力供给侧，打响攻坚战，龙口经济提质增效，稳中向好。全市
上半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13 . 4%，规模以上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14 .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 . 6%，工业用电量增长11 . 2%。
令人欣喜的是，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14924户，增长526 . 8%；其中，
新登记企业1619户，增长148 . 7%，为龙口经济率先领先争一流厚植了
发展优势。

山东8个项目获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首届全国青少年法治知识

网络大赛我省获奖总数第一

□记 者 田可新
实习生 孙 倩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不久前，济南市历城区
王舍人街道水坡村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路
洪珍去世。整个丧葬过程中，逝者家属没

摆祭品，没烧纸扎，不用腰扎，不用挽
幛，招待亲朋客人舍去繁文缛节，上桌的
都是自家做的两个馒头一碗菜，包括购买
墓地、火葬等全部流程走下来，要比过去
大操大办的阵势少花费2000元。

在水坡村，“节约从简、文明办事”
已成为村民操办红白事的“基本原则”。
近年来，为摒除村民在婚丧嫁娶中铺张浪
费的陋习，当地村两委创新了工作思路，
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并由党员干部带
头，推进全村红白事一律简化、新办。仅

此一项，全村每年便可节约开支10万余
元。

“按老风俗，一次婚宴都要准备数
十桌，甚至百余桌；丧事也是大讲场
面，一场葬礼要花去数千元，甚至万元
以上。家底薄的户，欠的外债，好几年
才能还上。”8月3日，水坡村村支书张金
垒告诉记者。

针对这种情况，在原有的各村民小组
自发组成的“红白事办事小组”的基础
上，水坡村成立了专门的“红白理事

会”。理事会吸纳了村里德高望重的党
员、村干部、村民代表等18人担任理事会
理事。2013年，《水坡村红白理事会章
程》被写进村规，正式纳入章程，一张张
《水坡村丧事操办明白纸》发到各家各
户。平时，该理事会会定期举行成员会
议，确保及时发现和解决红白事操作过程
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更把村务公开
栏、广播大喇叭充分利用了起来，常年宣
传生活新风尚，让节俭、文明的生活观念
深入村民内心。

大操大办，家底薄的户外债好几年才能还上

理事会“当家”，一村年省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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