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王菁华

电话：（0538）6996160 Emai l : d z rb taxw@126 .com区域24

□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李 辉 张 琪

“烟村南北黄鹂语，麦垄高低紫燕飞”。
阳春三月，沿宁阳县华阳大街与海力大道交叉
口一路向东，道路宽阔笔直，路灯华美庄严，
绿树迎风挺立，路南侧的河道景观更是让人眼
前一亮：河水流淌、亭台错落、小道通幽、奇
石嶙峋，俨然一个优美的滨河景观绿化带。

“出门来这里遛弯散步，就是一种享受，
让人心里很敞亮。”家住杜村社区的王勇连连
夸赞，“原先这河道是杂草丛生，乱哄哄的，
现在是有水有树有广场，环境好了，怎能不让
人高兴？”

“这段河道仅是整个县城东部水系治理工
程的一环。”据项目工程负责人张华介绍，东
部水系治理工程全长3 . 4公里，面积约16万平方
米，完工后可实现引汶水进城，“我们不仅要

新建或疏浚护砌河道，提高御洪能力，还要建
设水系景观绿化，增强生态文化功能。”

水之灵性让城市生动、润泽。围绕做活
“水文章”，今年宁阳县继续在水系治理上
“加码发力”，城区东部实施了文成路干渠提
升改造工程与东部水系工程支水系建设，力争
5月份全面完成整个东部水系治理，西部则实
施洸河生态区开发建设，打造“碧绿长廊”，
从而构建“东西贯通、北水南流”的现代水系
水网格局。

既要活水，还要添绿。绿色是一个城市最
美的底色。在县城南入口，一座融合宁阳蟋蟀
文化的园林建筑——— 蟋都公园即将向人们敞开
怀抱。据县园林局设计室主任许斌介绍，截至
去年底，县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近45%，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15 . 92平方米，而今又启动了城
区禹王大道、文成路等8条道路绿化工程以及
含秀园、寻桂园等多处街头绿地建设，市民出
门“500米见绿”的目标正逐步实现。

以“生态立县”战略为引领，今年宁阳县
以建设生态宜居城市为目标，统筹推进东部新
区、中部老城区和西部洸河生态区“三大片
区”建设，推动县城增量扩容、功能提升、品
位提高，共实施路网建设、水系治理、公用事
业、棚户区及城中村开发改造等8大类34项城
建重点工程，计划总投资101 . 9亿元。同时，该
县成立城建重点工程总指挥部，下设洸河生态
片区、文庙历史文化街区、城区路网、“三馆
一中心”等四个分指挥部，县级领导包保负
责，确保重点城建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城市建设让生活更美好，其意所指，不
仅是让市民畅享碧水蓝天，乐享生态自然，还
要涵养城市文化，滋养民众心灵。”宁阳县住
建局党委书记、局长柳齐鲁说，为此，今年该
县重点安排了“三馆一中心”（图书馆、档案
馆、规划展览馆与文化中心）、文庙历史文化
街区等民生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正是传承历
史文脉、丰富城市文化元素、提升城市软实

力、塑造城市新形象的有力依托和重要抓
手。”

为保障各工程项目顺利实施，宁阳县采取
PPP模式、BOT模式等吸引社会资本，着力破
解投资难题。其中，概算投资26亿多元洸河生
态项目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
式，与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设，项目
按照“市场运作，分期建设，以河养河”的理
念经营，通过土地出让、商业设施租赁、广告
收入等获取收益，带动周边7平方公里土地升
值，有力促进县城西部开发建设。总投资8亿
元的文庙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入选全国第三批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示范项目名单。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则是采用BOT模式引进安徽盛
运公司投资建设，一期工程投资3亿元，设计
日处理能力700吨，“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焚烧
锅炉、发电机组等工程设备的安装，力争6月
份实施点火试运营。”企业负责人黄亚平介
绍。

□记 者 曹儒峰
通讯员 陈 燕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截至2017年2月末，泰安银行
通过快易贷系列产品累计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
持额度达到27亿元，为企业节省过桥资金1200余
万元。根据不同成长阶段、不同行业领域企业特
点，进行分层、分类管理，深入挖掘各类企业融
资难题症结所在，研发出“快速审批、一次授
信、多次使用”的快易贷，使企业真正做到根据
经营周期匹配信贷资金。

□记 者 郑 莉
通讯员 黄丽娟 王 红 报道

本报泰安讯 3月9日，一份金额为4756元
的扶贫临时医疗救助“红包”，通过涉农一本
通送到了泰山区徐家楼街道贫困群众时先生手
中。拿到“红包”的时先生高兴地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年后我对象眼睛做手术花了14000
多元，居民医保报销后本来得再花6494元，但
有了这个救助，最后才掏了1700多元。”

在泰山区，与时先生一同领到救助“红
包”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共有44名，救助总金
额达31610元。“在全区4631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中，近96%都是因病因残致贫，所以如何
‘对症下药’，让医疗扶贫政策更好惠及贫困
群众，是我们精准扶贫路上需直面的问题。”
泰山区扶贫办主任李汉杰说。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贫困群众病有所医，
泰山区于去年10月份出台了《扶贫开发临时医
疗救助实施意见》，对建档立卡的重大疾病贫
困户实行“第三次报销”，采取“一提”“一
降”“一扩”的办法，提高对贫困户救助比
例，降低贫困户自负比例，扩大救助病种类
别，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在经过居
民基本医保报销和民政医疗大病救助报销后的
剩余医疗费用，给予不低于70%比例的医疗报
销，家庭最高年救助金额可达5000元，以此大
大减轻贫困群众的医疗负担。

几乎与时先生领到临时医疗救助“红包”
同时，家住省庄镇叶家庄的贫困户周大爷拿到
了3200元的意外健康险“理赔红包”。据了
解，73岁的周大爷年后不慎摔倒导致创伤性颅
内出血，1万余元的治疗费用使原本困难的生
活更加窘迫，这份及时到来的“红包”给他减
轻了不少负担。

泰山区扶贫办副主任郑培坤告诉记者，去
年10月29日起，该区为4631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办理的意外健康险保单开始全部生效。该项
保险每人保费40元，其中36元由泰山区慈善总
会承担，剩余4元个人负担部分由当地街道镇
财政垫付，主要为参保贫困群众承担意外死亡
伤残、意外伤害医疗、意外伤害住院津贴、重
大疾病保险金及疾病身故共五项保险责任，最
高赔付标准可达5万元。

据了解，该区还将通过健康救助的市场化
路子，探索与商业保险机构合作，为贫困户购
买家庭财产保险，提供房屋及建筑物、室内财
产、室内粮食农机具及农用生产资料、小牲畜
等4类保险保障项目。

□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宋 杰 周倩倩

“棚顶发电、棚下种植，这种新式玩意咱
还是头一次见。”刚进肥城市泰盛光伏农业产
业园打工时，王英很是稀奇。

“光都遮住了还怎么长庄稼？”作为种菜
老把式，王英对这高科技的“玩意儿”并不看
好。但等着第一茬蘑菇鲜嫩嫩的长在眼前时，
她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

当然棚内不只是蘑菇，还长了王英想不到
的茶叶、花卉以及绿色蔬菜。3月27日，记者
走进泰盛光伏农业产业园，智能温室俨然成了
植物园。

“其实通过调节光伏板角度和组件安装，
就能完全满足植物生长所需条件。农光互补、
生态循环，这就是光伏农业的优势。棚内管理
现代化，生物防控、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

等技术集成发挥作用，更符合了生态安全，高
效运作。”产业园项目经理陈宏乾说。目前，
园区建设了智能温室、砖砌冬暖棚、双膜双网
棚等6种棚型，采用棚顶发电、棚下种植、立
体发展、高效利用模式，规划建设高标准钢架
大棚500多个，年产值可达7000万元。

肥城市委书记常绪扩说：“调优农业结
构，肥城瞄向多业态发展。发挥园区综合效
益，打造精致农业、品牌农业、特色农业，培
育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六产’，增创农
业农村发展新优势。”

肥城农业正从供给侧发力，突出园区的带
动作用，加快农业向优质高效、生态安全转型
升级，让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

泰盛光伏农业园区惊艳了一把，吸引了不
少观赏者。休闲农业在这里得到诠释，园区预
留了三成大棚，设计了12大平台供给创客研
究，现在已经有大学、科研院所以及龙头企业
来洽谈合作，逐步形成集育苗、种植、加工、
物流、旅游为一体的产业融合格局。

泰盛光伏火了，乐了前兴隆村的村民。前
兴隆集约旧村复垦土地，泰盛光伏高效利用，
闲置土地被盘活，村集体得到了好收益。泰盛
光伏与当地农民合作社，土地入股、集约经
营、收益分红，又带动了不少村民增收致富。
园区建设、管理长期用人，近千居民实现门口
就业。类似精致特色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肥
城还有兴润生态绿源、恒昌金态庄园、边院万
亩有机蔬菜、东兴茶文化庄园等10个。

作为产业融合的典范，“老字号”富世康
更值得一提。商品粮是肥城的传统农业之一，
依靠粮食发展起来的山东富世康制粉有限公司
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了富世康农业三产融
合产业园，做活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
篇大文章。

建成汶阳、安庄等优质小麦生产基地10万
亩，带动“一产”发展。“富世康”牌系列小
麦粉被评为“山东省名牌产品”和“中国驰名
商标”，新上小麦胚芽制油项目，提高小麦附
加值，培强了“龙头”，促进了“二产”发

展。发展富世康快餐连锁店12家，承包、托管
学校和企事业单位食堂15家；便利店和面粉专
卖店170家；建成富世康天猫旗舰店、京东商
城·中国特产泰安馆和华客e品·山东运营中心
等电商平台，形成了线下线上立体销售模式，
推进了“三产”发展。

园区壮大，与之合作的群众收益颇丰。富
世康公司与种粮大户签订订单合同，提供农资
贴息贷款，实行利润的“二次分配”。2016
年，公司共提供农资贷款贴息30多万元，回收
强筋小麦4万多吨，增加农民收入1500万元，为
农户发放二次分配利润7万多元。

肥城市借助农业园区建设，打通龙头企业
与传统农业的关联，激活了全产业链条；串联
起技术应用与绿色生态的链接，实现了优质高
效。目前该市已建成了现代农业产业园区42
个，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165家，农
业合作社1216家、带动农户9 . 2万户。2016年，
实现农业增加值52 . 2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5130元。

□记者 姜斌 报道
本报泰安讯 3月28日，记者了解到，为推

进电商产业集聚发展，岱岳区重点推进4大电子
商务产业园区（集聚区）建设和完善，提升园区
服务功能，聚集电商产业发展。

其中，岱岳区以培育网络品牌为亮点，持续
推动农特产品上行。重点培育“泰山元尊”“漫
动空间”“禾胤”“泰山一粟”等10大电商网销
品牌，针对鲁普耐特、诺泰电子、泰山日出酒业
等企业，制订“1对1”电商运营方案，借助农村
淘宝、中国网库、雅共供销等电商平台，推动传
统产业品牌塑造和转型发展，实现特色工农业产
品上行新突破。培育“泰山醉美味道”区域公用品
牌和“泰安创新工场”电商服务品牌。推动农商互
联，依托岱岳名优特新、“三品一标”、地标产品
等，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利用第三方电商平台，开
展网上批发、零售和产销对接。加快泰山大樱桃
等特色网销产品质量、等级、包装标准化建设。

□记 者 刘培俊
通讯员 侯仁涛 孟兆磊 报道

本报新泰讯 3月26日，新泰市召开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审核
会，审核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和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成果。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和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事关新泰发展大计，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
定未经允许严禁修改调整。”新泰市委书记刘钦
海说。为确保划定后的基本农田布局科学合理、
有利于全市今后几年的发展，新泰市将突出重
点，立足城区、园区、镇区、景区，立足耕地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优先保重点、保园区，实现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优先保障高效、高价项目，
实现价效最大化。尤其是对近两年确定的项目，
将优先保障，对高能耗、高污染等不利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项目要适当压减。将认真谋划，加强修
改，国土部门将大家提出的意见逐条梳理、逐条
落实，该追加的要追加、该压减的要压减，确保
最终成果准确、科学、合理。

□记 者 郑 莉
通讯员 李 萌 房 越 报道

本报泰安讯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泰山区上
高街道抢抓春季苗木补植黄金期，全面启动绿化
苗木补植补种工作。此次补植重点对辖区内13条
主次干道因苗木病虫害、车损人毁等原因造成的
苗木缺株断垄进行补种。预计需补植雪松、国
槐、法桐等乔木10余棵，樱花、木槿、紫叶李等
灌木160余棵，龙柏、冬青小苗等绿篱500余平方
米。

为确保补植工作有序进行，上高街道城管办
园林绿化管理中心联合两家“外包”公司及时行
动，统筹规划，提前对辖区内道路绿化缺苗情况
进行了分路段、分类别、分规格的排查、统计和
汇总，研究制订苗木补植方案，统筹做好苗木补
种、施工管理和后期管护。同时，为确保施工质
量和成活率，今春绿化补植工作伊始，上高街道
城管办园林绿化管理中心从定点、挖穴、栽植到
植后修剪、定根水浇灌对两家“外包”公司的补
种工作进行全程督查。

岱岳培育品牌

助电商产业集聚发展

新泰推进永久

基本农田划定工作

上高街道春季

绿化补植工作启动

泰安银行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投资100多亿元 治水播绿育文化

宁阳：城市建设有力度有温度

培育新业态，激活产业链。肥城———

园区带动打造精致特色农业

对症下药精准扶贫

44名贫困群众

领到救助“红包”

□ 本 报 记 者 郑 莉
本报通讯员 黄丽娟

3月27日，在位于泰山区灵山大街中段的泰
山三里屯文商旅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
热火朝天；位于泰城东部的上高街道小井小学
扩建项目，已顺利完成土地腾空，正在进行设
计图纸招标和地址勘探招标……如今，在泰山
区处处涌现出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生动局
面。

时间追溯至今年元月举行的泰山区第十三
次党代会，该区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工作总
要求是“建设富强和美泰山区”。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发展强。今后
五年，泰山区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引领，
瞄准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加快构建以现代服
务业为主导、以新兴工业为骨干、以精品农业

为基础的高端产业新体系。在提升现代服务业
发展层次上，该区将大力发展休闲旅游、金融
保险、电子商务等经济新引擎，着力打造中心
城区、东部商务区、南部国际物流园区、东南
沿汶河休闲观光片区、北部碧霞湖省级旅游度
假区“一中心、四片区”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特别是以泰山慢谷、汶水慢情为主线，以创建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大力发展休闲旅
游服务业，确保到2021年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
总值的比重达到67 . 2%以上。同时，进一步增
强新兴工业支撑能力，完善泰山经济开发区及
省庄、邱家店工业集聚区“1+2”布局，重点
打造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输变电设备、纺织
服装、工程机械、汽车零部件、食品酿酒五大
优势产业。

泰山区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不断加大民生
支出，去年全区民生支出达到17 . 34亿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81 . 4%。今后五

年，该区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高质量实
施民生实事工程，不断提高群众幸福感和满意
度。注重贫困群体特惠，坚持因村因户因需施
策，全力加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进程，同步
做好相对贫困人口脱贫工作，确保在全市率先
完成扶贫任务。利用丽泰泰山创业梦工场、云
谷We+创客空间等载体，掀起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热潮。强化师资力量，均衡教育资源，妥
善解决大班额问题，同时巩固扩大医改成果，
抓好基层站所改貌提升，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加强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大力发展智慧医
疗，实现病有良医。

泰山区坚持把党的建设同经济社会发展同
部署、同检查、同落实。该区不断完善“五个
一”包保等制度，深入开展“互观互检互学互
促”活动，增强各级干部的使命意识、责任意
识、紧迫意识。加快建设“泰山人才管理改革
试验区”，深入实施领军人才“百人计划”
等，全力打造泰山人才新高地。

增强综合实力 改善民生福祉

泰山区聚焦“富强和美”蓄势发力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刘洋 报道
3月22日，肥城市公

安局龙山派出所民警深入
小学和幼儿园，开展以
“会报警、会用器材、会
初期扑救、会有效自救”
为主题的消防安全宣传活
动，提升学生的消防意识
和消防技能。图为民警为
小朋友们讲解灭火器的使
用常识。

学消防知识

会报警自救

□记 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文 锋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东平县在全县推广农村集体产
权股份合作制改革，目前完成任务村21个，村级
股份经济合作社达到55个，量化资产8884万元，
界定股东52418人。

强化审计监督，对县乡农村经济审计人员进
行摸底、培训，统一刻制农村集体经济审计专用
章。除例行网上远程审计外，2016年该县对3个
村进行了专项审计，对30个村开展了重点审计，
被评为全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示范县。

东平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显成效


	2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