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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宋 杰 周倩倩

精致农业带来新体验

“棚顶发电、棚下种植，你看这鲜嫩的蘑
菇长得多好，高科技的玩意就是不一样。”在
肥城市泰盛光伏农业产业园打工的王英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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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记者走进
湖屯镇的泰盛光伏农业产业园，智能温室俨然
成了植物园。

“通过调节光伏板角度和组件安装，完全
满足植物生长所需条件。农光互补、生态循
环，这是光伏农业的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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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符合了精耕细作、生态高
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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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城发挥园区综合效益，培植新业态，加
快农业向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升级，实现粗放
型向精致型农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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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融合擦亮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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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活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
篇大文章。“与富士康合作有2年了，机械作
业，种粮标配，不愁销路，农民种粮别提多省
心了。”安庄镇菜艳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汪新军对记者说。

该合作社942亩地是山东富士康制粉有限
公司的定点供粮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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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城市委副书记、市长殷锡瑞说：“企业
带动，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拉长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企业、基地、农户实现了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多方共赢。”

作为产业融合的典范，“老字号”富世康
在“二产”“三产”融合上也有长足发展。公
司培强“龙头”促“二产”，加大制粉车间的
技改力度，提高面粉产量和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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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小麦“吃干榨净”，提高小麦附加值。建
成8400平方米的传统主食工业化生产车间，全
面保障了食品的品质和安全。建终端助三产，
发展富世康快餐连锁店12家，便利店和面粉专
卖店170家，建成富世康天猫旗舰店等电商平
台，形成了线下线上立体销售模式。

同样由企业引领壮大起来的还有肥城的蔬
菜产业。在桃园镇，肥城鲁中桃源农产品有限
公司投资建成400亩的物流园，与北京新发地
有限公司合作，基地种植、产品分拣、安全检
测、冷藏加工、物流配送一应俱全，打通了16
万亩“两菜一粮”的销售渠道，实现了一年四
季有菜卖、一年四季稳增收。

目前肥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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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农业火了乡村游

“来肥城当然不只看桃花，很多时候是冲着
桃木工艺品来的。”来自北京的游客宋先生说。

桃花虽谢，但慕桃木工艺品之名而来的游
客依旧骆驿不绝。“每年桃花节至端午节期
间，桃木工艺品火爆销售，销售量占全年的近
一半。”从事了16年桃木工艺制作的马广对记
者说。

同样因桃花经济火起来的还有农家乐。特
色农业+乡村旅游，肥城以桃花经济为主导，串
联起景点、示范园，培育起观光、采摘等特色休
闲农业，初步形成了生态乡村旅游的亮丽名片。

“棚内有机草莓年底就开始成熟。游客陆
续增多，特别是桃花节、五一节期间，大批游
客来体验采摘，截至目前，仅门票收入就12万

元。”恒昌农业金泰庄园经理祖邵华喜上眉
梢，“新开放的葡萄园也进入采摘期，餐饮服
务已经运行，多业态发展才能满足游客更多需
求，也才有更多出路。”

恒昌农业的优势资源还在于翦云山景区的
辐射，景区+庄园带动了潮泉镇下寨、柳沟、
张庄、黑山等村生态文明的共赢发展，形成了
翦云山农家乐聚集区。柳沟村党支部书记刘兴
泉高兴地说：“环境好，风景美，游客自然愿
意来。除了农家乐，村里的樱桃园、葡萄园也
跟着火起来。”

肥城市旅游局副局长李明国说：“从3月
底桃花节开幕以来，刘台桃花源、中央桃行景
区游客量已达21 . 2万人次。目前桃花虽谢，但
桃花经济的连带效益持续升温，特色农业多元
化发展，催生旅游新业态，为乡村旅游增添了
新活力。”

□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赵 峰

“这是国内首条靠‘云指挥’的纺纱生产线，
只要点开Pad上的这个云APP，就能监测自己负
责的6台细纱机1万多锭的纱线断头情况，一旦
出现断头，APP就能精准显示到锭位，我就能在
3分钟内赶到处理完毕。”5月10日，在山东华兴
集团智能纺车间，值车工刘春霞一边熟练地操
作着Pad，一边自豪地对记者说。

而以前在老车间，刘春霞只能照看3000多
锭，出现断头，全靠工人肉眼识别，夜班更是
难以发现。断头平均处理时间得在10分钟以
上，且因断头导致的棉纱浪费较多。

现在，纱线断头处理迅速，得益于山东华
兴集团实施的“智能化引领”战略。作为一家
成立30多年的传统纺织企业，近年来企业不断
加快产业改造升级步伐，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他们开发了智能纺系统，安装到车间指挥平台
和Pad上，启用“云指挥”纺纱。“云指挥”
实现后，点燃了“三把火”：废棉量减少
90%，成纱质量稳定提高，年成纱销售额增加
近2000万元。车间主任赵鸣兴奋地告诉记者：

“‘云指挥’纺出了‘金纱线’。”
“云指挥”的启用，使这个10万平米的厂

区，从每天20吨的原材料到纺出1万多筒的成
纱；从最开始的清棉，经过10道工序直至筒纱
码垛入库；从每天工人调度到月底员工福利待
遇核算都能在车间云指挥平台进行统一协调。
在云指挥台前的LED大屏的20个分区上，分别
实时显示着纺纱的多道工序，生产状态和员工
调度，让人一目了然。

一根长达12万米的筒纱线实现了生产过程
的透明化，一个2万平方米的大车间也实现了
管理的精细化。生产过程中，各传感器能将车
间的温湿度和纺纱中的数据及时采集上传到云
指挥平台进行分析。设备调试员赵胜利说：
“根据云中心提供的大数据，让我们告别了传
统纺织行业仅靠经验指导生产的时代。”谈到
“新上任”的“云指挥”，赵胜利风趣地告诉
记者，大家还是拥护“新领导”。

“我们把很多数据收集起来，通过云计
算，让数据‘说话’，来‘指挥’我们的生产
和管理。”赵鸣在云指挥平台电脑上打开一份
数据表格补充道，“这个表里每吨成纱的各类
信息都列了出来，平台还能自动生成每位值车
工的生产效率表，作为绩效考核的依据。”在

智能纺车间，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用工量比传
统车间少了近80%。

靠“云指挥”的生产线，不仅纺线质量得
到了保证，还省去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
力成本，让越来越多的纺织同行来华兴智能纺
车间向“云指挥”“取经”。采访时，记者正
遇到邹平魏桥的一家棉纺公司前来参观。该公
司一位工程师告诉记者：“华兴刚开始上智能
纺的时候，业内都认为不值，花这么多钱去研
发那系统干啥？但目前看来，华兴的动能转
换，智能化发展路子走对了。”

而在纱线的另一头，是3400多里外的广东
省广州市创兴服装集团有限公司。在该公司的
织布车间原料库里，山东华兴集团提供的每筒
成纱上都附带有二维码，工人只要用手机扫描
一下二维码，关于这筒纱的各类信息就会出现
在“掌中”。更先进的是，客户不仅能通过二
维码了解成纱信息，还可以实时通过华兴智能
车间的云中心了解自己订单的进度和成纱的质
量情况。

赵鸣对记者说：“车间的‘云指挥’还得
再加把劲，我们计划增加云APP的导航功能，
让Pad根据各台细纱机断头情况紧急程度，自
动导航值车工先去处理较紧急的断头。”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郝辉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13日，泰山区省庄镇宦家

峪村敢当少年教育营地迎来了泰安师范附属学校
一年级四班的56名学生。孩子们在辅导老师的带
领下身着汉服体验古代“开笔礼”，朗声诵读国
学经典，挖土、播种、浇水体验农耕种植，学习
制作拓片以及花样面食，通过猜谜认识二十四节
气。一天时间，多种体验课程，寓教于乐的教学
模式，让孩子们深刻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工
艺，亲身体验了劳动的乐趣，在不断挑战自我中
获得了成长。

今年，泰山区将全域旅游发展作为推动全区
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积极实施“旅游
+”战略，推动旅游与文化、交通、农业、教育
研学、养老养生、工业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
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体系。依托文化资源优势和旅
游产品特色，泰山区积极开展研学旅游，精心策
划推出了研学旅游产品和线路，开发建设了敢当
少年、泰山花样年华、上高庄园等一批研学旅游
教育基地，有力促进了旅游与教育的产业融合，
进一步推动了泰山区全域旅游发展。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于洋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16日，记者从泰安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了解到，根据泰安市机动车数量持续
增加以及现场自选（50选1）选号池内号牌资源
的使用情况，泰安交警决定于2017年5月18日（星
期四）启用“鲁J**C**”号段，即第三位字母为C，
其余位为数字（不含4）。

该号段资源全部进入新启用的全国统一版选
号程序公安网备选号池，由系统根据号牌资源使
用情况自动递补进入选号池，采用随机选号（50
选1）方式选取。

□记 者 姜 斌
通讯员 李功友 姚富国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15日18时50分至19时20分左
右，伴随着一声声炸雷，如同花生米般大小的冰
雹密密麻麻从天而降，致使泰安市下港镇上港、
西圈、盘坡、黄芹、过马滩、木营、谷山等十几
个行政村的近千亩即将成熟的大樱桃不同程度受
灾，有的地块落满了被冰雹砸下的樱桃果，有的
樱桃上布满了被砸的黑印子，有的树叶被砸成了
“蜂窝”状。据初步统计，全镇受灾樱桃园将减
产2成以上，果农因雹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
百万元。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王丹丹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4日，记者从泰山景区票务

交通管理处了解到，2016年4月29号，“高铁泰
安站至泰山景区”旅游公交专线开始试运营，一
年来，累计运送往返游客178325人次，越来越多
来泰山游玩的游客选择乘坐专线车来往于高铁站
和泰山景区，车辆也由原来的36辆增加到了48
辆，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人性化和更便捷的服务。

培育新业态 激活产业链
肥城农业供给侧改革瞄向精致品牌特色

新旧动能转换使用工量减少近80%，年销售额增加近2000万元

宁阳纺纱实现“云指挥”

□曹儒峰 陈燕 陈西红 报道
5月1日上午，第三届“泰安银行杯”

环青云湖健步走活动在新泰滨湖广场举
行。近年来，泰安银行坚持经济效益与社
会责任共同发展的宗旨，积极参与各项群
众活动，努力提升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
赢得了社会广泛认可。图为4000余名选手
围绕长度为16公里的青云湖赛道“走”起
来。

◆10万亩粮食绿色高产创建示范方、16
万亩“两菜一粮”、10万亩的肥桃种植区，
统领起肥城独特的农业产业结构。目前，全
市粮食种植面积达111 . 2万亩，蔬菜播种面
积63 . 5万亩，占种植业总产值的71 . 2%。如
何整合资源发挥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肥
城农业正从供给侧精准发力，深化改革，盘
活棋局。

肥城市委书记常绪扩说：“肥城调好调
优农业结构从培植新业态、激活产业链入
手，突出农业园区带动、做活产业融合、打
通要素链接，多业态发展精致农业、品牌农
业、特色农业，加快农业向优质高效、生态
安全转型升级。”

机动车号牌

启用新号段

“旅游+研学”助力

泰山区旅游发展

下港镇突降冰雹

近千亩大樱桃受灾

泰山景区旅游公交专线

开通一年接待游客

近18万人次

环湖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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