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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杨晓林 周海涛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日前，诸城市通报破案会战工作
开展以来的最新成果。

自4月5日诸城市部署破案会战工作以来，该市
公安机关重拳出击，严打违法犯罪。以破案会战为
主线，结合系列安民行动、春季严打整治、打黑除
恶等专项行动，主动出击，打黑恶、反盗抢、防诈
骗、扫毒害、追逃犯，全力遏制突出刑事犯罪的高
发势头，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

4月14日，相州派出所抓获山西省太原市公安
局网上逃犯宋某某。经查，2016年9月14日，犯
罪嫌疑人宋某某因酒后驾车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
区交通肇事，致两车损毁。2016年11月9日，宋某
某被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后在
逃。

同时，诸城市对发生的要案，尤其是危害严
重、影响恶劣的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案件，
逐案落实局领导靠案、刑警大队包案、精干力量上
案责任制，因案施策，攻坚侦破，及时消除社会影
响。4月14日，刑警大队二中队、枳沟派出所抓获
河南省濮阳县公安局网上逃犯臧某某、邹某某、臧
某、臧某杰。今年3月14日，犯罪嫌疑人臧某某伙
同邹某某、臧某、臧某杰等人窜至河南省濮阳县柳
屯镇某小区门口，强行将安某驾驶的轿车开走。犯
罪嫌疑人臧某某、邹某某、臧某、臧某杰已移交河
南省濮阳县公安局。

此外，为期6个月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
坚持“打早、打小”，对强买强卖、垄断市场插手
重点工程领域和征地拆迁、控制农村基层政权的恶
势力及霸痞分子，强化审讯深挖，做到“不漏一
案、不漏一人”。以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电信
诈骗、信用卡犯罪、发票犯罪、假币犯罪、涉税、
金融、商贸等领域犯罪以及地下钱庄、高利贷、非
法揽储等涉众型犯罪为重点，加大案件侦查和追逃
追赃。

4月13日，经侦大队破获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某。2014至2016年期
间，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某支行
有拉存款或者购买化肥等名义，非法吸收他人存款
35万余元。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曲永华

诸城市舜王街道青兰高速公路以北的大辛
庄子社区，有个有名的甜瓜市场。半个月前，
市场就开市了，每天聚集着40多辆来自全国各
地的中小型卡车收购甜瓜。

5月10日下午，天突降阵雨，商贩和正在
交易的瓜农迅速跑到市场搭起的天棚里避
雨。大辛庄子社区瓜农李金波刚与商贩算完
了账，一脸的满足。他告诉记者：“刚卖了
102斤甜瓜，收入320元钱。今年，我种了8亩
甜瓜，现在行情很好，价格卖得也高。不
过，今天早上看样子是要下雨，我就没敢多
摘。”

大辛庄子社区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省级“一
村一品”专业社区，90%以上的农户种植甜

瓜，种植面积1540亩地，带动周围社区发展甜
瓜3200多亩地，年甜瓜收入2500多万元，占总
收入的95%。因为有种植传统，大辛庄子几乎
家家户户都会育苗，甜瓜苗也卖到了周边镇
村。

今年，甜瓜的行情让该社区党委书记王焕
新也没预想到，“从4月26日开市，到现在每
天都在10万斤左右的销量，天天有车在等着，
甜瓜都不够卖的。往年的价格一斤在1 . 8元左
右，今年平均一斤在2 . 5元以上，一亩地可纯
收入15000元左右。”

不过，在王焕新心里有隐隐的担忧，“市
场这么好，原因我都不知道。明年种植户蜂拥
而上，市场肯定大跌，受伤的还是农户。”甜
瓜种了多年，品质也需要升级换代。不过，在
有机甜瓜的种植上，推广一直比较慢，主要在
于目前市场行情还可以，普通种植方式粗放、

省心。
今年在合作社内，王焕新鼓励农户注册了

30家家庭农场，还新上了检测设备。他希望通
过家庭农场的引导示范，在社区推广有机种
植。“我们已经注册了‘新蜜’牌商标，还进
行了有机认证，申请了地理标志产品，只要社
员按照有机模式种植，就可以贴牌‘新
蜜’。”

37岁的退伍军人王海明，成为第一家贴牌
农户。今年，按照有机种植模式，他试种了3
亩，在诸城市农业局农技专家的指导下，种
得有模有样。甜瓜刚开始成熟，他就在朋友
圈做了个小小的推广。此前当过兵、在外打
过工的王海明人缘不错，没想到，这一小小的
推送，让他的甜瓜火了。“有机种植的甜瓜更
甜脆，前来品尝的人赞不绝口，我的不少客户
都组成了微信群，只要瓜熟了，就被摘走

了。”王海明告诉记者，他的甜瓜10元一斤，
不愁卖，就在昨天下午，40箱甜瓜发往潍坊、
北京等地。

在王海明的甜瓜棚里，杀虫灯和粘虫纸挂
满了拱棚，用秸秆反应堆做肥料，病虫害预防
用的是植物疫苗。在他的甜瓜棚旁，有个蚯蚓
池，不少蚯蚓自己往大棚里钻。“有机种植的
产量低一些，但是我的最低价也在7元以上，
收入远超普通种植户。”王海明对自己的种植
模式信心满满，不少农户专程到他的棚里取经
学习。

第一个试点，有了成效，王焕新稍稍放宽
了心，他希望在明年能多发展几家家庭农场，
尽快推开有机种植模式。此外，合作社使用农
作物秸秆，试种大球盖菇、双头菇等食用菌，
带动社员利用设施大棚进行甜瓜和食用菌轮作
的试验，效果也不错。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邱 伟

近日，浙江大学先后迎来四批诸城学员。
“在当前工作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市委
专门送我们到名校学习深造，这说明在新常态
下加强党员干部能力建设的必要性，也体现了
市委对干部的关心。我们一定好好珍惜这次机
会，掌握新理念，拓展新思维，把学到的知识
应用到工作中。”诸城市“农业供给侧改革培
训班”学员，市农业局副局长、农技中心主任
李玉伦说。

为弘扬“实干担当，激情创业”的主旋
律，深入推进全市“三区一城”建设，今年以
来，诸城市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提升党员干部
队伍能力素质、激励干部激情创业的突破口，
掀起新一轮党员干部培训热潮。

今年年初，诸城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干部

教育培训工作，根据市里的重点工作部署敲定
了全年培训计划。特别是确定了科级干部能力
素质提升、企业经营管理、青年干部素质提升
等15个重点培训专题，计划完成从领导干部到
一般干部、从党员干部到企业人才“多层面”
的培训班46批次13300人。近年来，该市财政
干部教育培训经费预算逐年递增，由2015年的
200万元，增加到去年的450万元，再增加到今
年的650万元。诸城市委组织部通过实地调
研、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深入了
解干部的岗位需求和个人成长需要，有针对性
地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保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有章法有目标。

不到半年时间，诸城市就在市委党校举办
了3期“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
拉开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序幕。从2月13日
开始，9期全市社区党组织书记和“两委”成
员全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市委书记为社

区党组织书记讲党课，其他市委常委结合分工
分别为社区“两委”成员授课。全市农村社区
党组织第一书记培训班、科级干部赴知名高校
培训、基层党员全员轮训相继启动。截至目
前，已完成各类培训班次32期，“上进讲堂”
专题讲座6期，培训干部6000余人次。

“为拓宽培训覆盖面，今年我们优化干部
教育培训的广度和频度，多层次、多角度设计
培训班次，确保不同层级干部、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都能学习充电、加油增劲。”诸城市
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刁立武说。围
绕提升能力素质和工作水平，该市计划用两年
时间分专题组织全市科级干部到高校全员轮
训。

围绕提升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和创业精
神，选调部分优秀年轻企业家分4期到复旦、
浙大等高等院校深造，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开
展理想信念教育。围绕提升年轻干部素质，在

市委党校举办选调生培训班和青年干部培训
班。围绕提升基层党员干部能力素质，举办社
区“两委”成员和“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培
训班，计划用三年时间组织3万名基层党员进
市委党校轮训。

“我们企业党务工作者，由于平时工作
忙，很少有机会培训‘充电’。这次办班，既
安排课堂授课，又参观党建示范点，让我们学
有方向、赶有目标。”全市“两新”组织党组
织书记培训班学员、天益金粮食专业合作社党
支部书记马煜平说。

“这次现场教学生动直观、震撼力强、触
及灵魂深，让我们增强了党性修养，强化了纪
律意识和看齐意识。要从典型案件的深入剖析
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守住法纪底线、树起
道德高线。”在参观了诸城市预防职务犯罪警
示教育基地后，诸城市委组织部干部单云军如
是说。

诸城市启动新一轮党员干部培训，干部教育培训经费预算再次增加

用两年时间科级干部到高校全员轮训

以家庭农场为示范点，引导农户进行有机种植———

甜瓜大棚里的新旧动能转换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5月6日在上海结束的2017第十八届中国
环保展上，一款适应中小水量、耐冲击负荷
的高效一体化生物膜法污水处理“魔桶”引
起与会者的关注。现场有环保设备经销商希
望可以营销“魔桶”，来展会寻找合作项目
的中国矿业大学和上海化工研究院的教授团
队也表示出了极大兴趣。

“我们推出的锦利程魔桶，可以为医疗
诊所、别墅或新农村改造区稳定地处理污
水，一天可处理2 . 5吨污水，现在省内济
南、济宁等地的一些美容院和诊所都在订购
这款设备。”魔桶的主要研发者李建华说，
这款CMBR生物膜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之所
以具有广阔的应用范围，不仅在体型小、耗
能低、可无人值守自动运行，还在于采用紫
外线+光催化剂的杀菌消毒法，使用的高效
平板膜，孔径只有0 . 1微米，能够阻挡大肠杆
菌等的通过。

李建华是山东锦利程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的工程师，该公司是一家集环保技术创
新、环保设备制造、环保产品集成供应和
相关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环保专业技术企
业。

环保产业竞争激烈，仅在诸城市，以中
小型为主的环保企业就有300多家。“我们
需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优势，
以此提高产品利润。”山东锦利程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娟说，公司制作最多的是
非标的大型污水处理设备，按照客户需求处
理的污水种类和水量设计，还要到客户处测
水样，进行不同的产品定制，“为了占领市
场，时间被大大浪费，还增加了制造成本。
公司每年对新产品的研发都有非常大的投
入，并与国内科研院所合作，使科研成果尽
快落地。”

在污水处理工艺运行上，环保界一直有
着众所周知的技术分界：一个日处理几十万
吨的污水处理厂，一旦稳定运行起来，惯
性很大，想让它不达标都难。就污水处理
工艺运行而言，设施规模越小，越难以稳
定运行。一个日处理只有几十吨的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要实现稳定运行，对工艺是
要有严格要求的。与城镇污水处理相比，农
村污水处理更依赖技术。

“魔桶”就是刘娟抓住的利润点。锦利
程魔桶以AO生物膜法工艺为核心技术，设

计紧凑合理，省掉地面建筑政府规划审批设
计建造等复杂环节，成为环保公司的新宠
儿。今年以来，公司成功实现了专利新产
品地上式微型智能污水处理一体机“锦利
程魔桶”的批量生产。“站在企业角度，
有更多利润我们才会有更大投入进行产品
研发。”刘娟告诉记者，“魔桶”成为生产
线上的标准产品，光材料成本一项就下降了
10%。

位于皇华镇工业园的锦利程公司，体量

并不大，不过该公司的污水处理工艺却受到
了国际污水处理大佬柏林水务集团的青睐。

李建华向记者介绍，污水处理时需要用
氧气作为催化剂，用好氧生化处理方法去除
CODcr、BOD5等有机污染物。污水处理厂
大多采用罗茨风机增压技术，把空气打到水
底，作为催化剂处理黑臭污水。不过，空气
中的氮气含量为78%，氧气含量只有21%。
“氮气打到水底，基本没有什么作用，这
就等于78%的能耗被浪费掉了。”李建华

告诉记者，公司采用纯氧化法处理污水，
通过工业制氧机产生纯氧，增压打到水体底
层，让缺氧的黑臭水底产生氧化反应。

“纯氧化法投资不仅不会增大，还替代
了传统污水处理设备需铺设的纳米曝光管。”
李建华说，目前纯氧化法工艺已经进行了多
次技术试验，正准备与柏林水务集团联合进
行黑臭水体纯氧化污水处理工艺的产品研
发。

诸城一家环保企业用新产品和新工艺赢得行业先机，并引来全球污水处理大佬柏林水务的合作

用“魔桶”抢占利润高点

诸城多措并施

推进破案会战

□ 本报记者 张 鹏

46岁的魏玉良子承父业，从小就跟随父亲养
蜂，如今他养蜂已是第32个年头了。5月4日，记者
见到魏玉良时，他正在检查蜂箱。一般的养蜂人为
了高产，只要看到蜂巢封满口，就割蜜了。其实，
这时的蜜还不“熟”，要是再让它自然酝酿三两
天，出来的蜜在38℃左右，口感、甜度、黏稠度俱
佳，那才叫好蜜，魏玉良深得此道。

在诸城卢山，放蜂人并不多。有的人开车转遍
卢山，只为买一瓶“魏氏蜂蜜”。因为卢山山北修
路，魏玉良不得已从定点的放蜂场搬到了卢山西
侧。因为没有合适放置蜂箱的地方，他只好在一个
风口处觅得临时寄存处。“前几天风大，眼睁睁看
着蜜蜂绕来绕去飞不回蜂箱，被刮跑很多，心疼极
了。”魏玉良告诉记者。

一间小小的森林防火屋，是魏玉良睡觉和存放
家什的地方。妻子头戴小手电，照着蜂条里的小孔
往里放幼卵，“这是做蜂王浆的基础，一个蜂条有
6 0多个孔，一天要放 1 0 0多条才能置满一个蜂
巢。”边向记者介绍，魏玉良的妻子边抱怨道：
“真的是干够了，一直在山上，现在也没水、没电
的，我一直想让他把蜜蜂处理掉，下山好好过日
子，他一直说再看看、再看看。”

夫妻俩在诸城城里买了房，可是魏玉良一年也
住不上几天。从3月到10月，都是放蜂季节，以前
夫妻俩身强体壮，加上国家对养蜂的支持，养蜂人
拉着蜂箱上高速公路从不收费。从云南苍山洱海一
直跑到吉林长白山，“哪儿有花就去哪儿。”三年
前，魏玉良在卢山山脚稳定下来。卢山上植被保护
好，有大片的荆条花、槐花、酸枣花等。可惜，前
一阵他在卢山脚下的租用地开始修路，地也不能继
续租用了。

魏玉良口里的“再看看”，是想获得一处稳定
的场所，放置蜂箱。“除了酿蜜，不少大棚蔬菜、
瓜果等设施农业的授粉都有这些蜜蜂的功劳，解决
了大棚里只能人工授粉的问题，提高了农作物的产
量。”魏玉良希望当地能够重视养蜂这个事儿，在
卢山脚下提供一处地方。

他的200多箱蜂，如果集中摆放，大约需要一
块一亩多的场地。因为蜜蜂的习性，最好背风，有
水源。现在魏玉良的饮水只能从山下拉上来，蜜蜂
没有水源地，他在地上铺一块薄膜，倒上水让蜜蜂
喝。

好蜜要酿“熟”

□张 鹏 报道

魏玉良向记者展示蜂巢。

□记者 张鹏 报道

李建华(左)正在跟同事一起，进行污水处理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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