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 于友强 刘雪燕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听说村里要建红色纪念

馆，我真的很激动，这是对我爷爷的进一步肯
定。纪念馆建成后，我要领着孩子们去看看，
向他们仔细讲讲英雄们的事迹。”广饶县大码
头镇小刘桥村烈士刘洪范的后代刘述武激动地
说。

往事还得追溯到70多年前那个冬天。那
时，31岁的刘洪范还是个教书先生，脑袋灵
光、能写会算。1937年，经革命同志介绍，刘
洪范光荣入党，成为山纵三旅后勤处录事，参
加党在广饶县石碑四区的地下工作。1941年1
月，因叛徒告密，刘洪范不幸被捕。敌人严刑
逼供，用尽了酷刑，逼他说出地下党员的姓名

和活动地点、藏身之处等。刘洪范咬紧牙关，
誓死不屈，受尽折磨后被敌人残忍杀害。敌人
逼供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烈士大无畏之牺
牲精神，令人由衷佩服。

“爷爷牺牲那年，我父亲才8岁，爷爷牺
牲时，奶奶身怀六甲，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临
产。听闻爷爷牺牲的消息后，奶奶哭得死去活
来。以后的几年，已近花甲之年的曾祖父、曾
祖母主动承担起抚养父亲和姑姑的责任，生活
极其艰难。物质匮乏还在其次，主要是随时来
扫荡的鬼子让人提心吊胆！那几年，全家人东
躲西藏，战战兢兢，终于撑到了1945年日本投
降。能活下来，真的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父
亲在世时每每跟我们几个孩子说到这些，便抑

制不住眼泪……”
张玉兰也十分激动：“我父亲也是个烈

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所以我们这
个家庭对烈士的感情格外深，十分佩服他们为
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精神，我们全家都热切盼
望烈士纪念馆建成！”

现在的小刘桥村更加秀美，村东有淄河桥
一座，村北有河湾一处，共栽植绿化苗木2000
余株。整个村庄被绿树和小河环绕，生态宜
居、文明和谐、环境整洁，呈现出一派安宁和
谐的乡村田园风光。

“依托红色革命优势，建设一处烈士纪念
馆；依托河湾环绕优势，建设一处垂钓园。依
托交通位置优势，建设一处采摘园；依托乡土

手艺优势，发展一处苇编室。” 这是小刘桥
村立足村情实际，结合村庄资源优势，抢抓
“乡村旅游”机遇，制订的《小刘桥村旅游建
设方案》的框架内容。

今年，为增强村级集体经济，促进村民
增收致富，该村计划利用三年时间，通过建
设垂钓园、采摘园、苇编室、红色纪念馆、
文艺宣传团队等，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
观光、农业采摘、乡村垂钓、农耕体验以及
乡村手工艺等产业，努力把村庄打造成独具
特色的生态旅游村，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
同时，带动50名群众参与发展，解决90多个农
民的劳动就业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和
集体经济收入。

□李明 任建建 报道
本报广饶讯 9月3日,广饶县花官镇康森秸

秆制品有限公司一次性餐具秸秆制品车间内,工
人正在加紧新一批订单的生产。“公司以农作
物废弃秸秆为原材料,生产一次性可降解餐具等
产品,生产制作过程无废液、无有害气体和废渣
污染,产品使用后90天内可自动降解为有机肥料,
实现资源循环利用。”该公司项目部经理门树
明介绍,公司已开发了70多个品种,主导产品畅销
全国,并远销韩国、美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
地区,年销售额2 . 8亿元。

近年来，花官镇注重依托本地资源，培育
农业优势产业，在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上聚
焦发力，引进先进技术，聚集专业人才，建设

生产基地，在发展循环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
方面下苦工、准发力，实现镇域农业产业提档
升级。

打通产业链条，废弃物有了大用场。花官
镇利用农作物秸秆制作可降解餐饮具、食用菌
培养基，利用畜禽养殖粪便、废弃食用菌培养
基制作有机肥……该镇坚持农业项目优先、生
态项目优先的发展思路，用科技拉伸产业链
条，用项目打通产业链条节点，实现生态农业
循环产业的一次次破冰发展和产业链条的不断
拉伸增值。先后形成了多条内循环式产业链，
探索形成了高效循环模式，实现了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坚持招商引智与自主研发相结合，该镇把
企业作为吸引人才、技术研发的平台。引导镇

域龙头企业建成人才研发中心，助力企业发展
壮大。康森公司自主研发国家级发明专利2
项，实用新型专利14项，为企业的壮大发展奠
定了基础；荣丰公司与中科院、上海农科院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建设了国内唯一的国家级
食用菌菌种研发中心，进行食用菌和药用菌菌
种的研发，抢先占领食用菌的高端市场。华誉
集团定期邀请日本专家到企业就标准化生产、
检疫检测等进行专题培训，企业产品严格按照
国际标准化管理体系规定运行，有效地保证了
食品的安全和卫生，一举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乐安府食品项目，建设了
产品研发基地，引进德国全自动饮料生产线和
国内最先进的肉制品生产线，生产扒鸡、咸水
鸭、奶制品、茶饮料等80余种产品，年可实现

产值12亿元，增加就业500余人，带动周边农村
养殖业、畜牧业的发展。

擦亮农业品牌，抢占高端市场。花官镇大
力推进农业园区经济和标准化农业，形成了大
蒜、肉鸡、食用菌、秸秆综合利用四大主导产
业，建有5000万只家禽、6万吨食用菌、7万亩
富硒大蒜、4万吨秸秆制品生产加工基地，实
现了镇域农产品生产、加工、经营的一体化，
进一步提升了农业产业化水平。基地化的生产
模式，使该镇主要农产品有严格的生产标准托
底，保障了产品的高质量，提升了品牌影响
力。目前，该镇已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个、著
名品牌1个，国家绿色食品认证2个，无公害农
产品认证5个，山东省著名商标3个，东营市十
大名优农产品品牌3个。

□通讯员 翟东明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年来，东营市垦利区永安
镇以满足群众意愿为目标，采用规划引领、同
步实施、整体推进的工作方法，大力实施以村
容村貌整治、城乡环卫细化、精神文明提高等
为主要内容的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助推乡村连
片治理、改造提升、破茧化蝶。

为全面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今年，永
安镇将全面整合各级专项建设资金1440万元，
在十七村、镇南村等12个村庄实施美丽乡村示
范村建设工程、乡村连片治理工程等民生工
程，主要对涉及的村庄进行文化大院、公路、

绿化、路灯、墙体彩绘改造提升，确保各承担
项目村达到《美丽乡村建设规范》要求。“项
目实施村的各项工程达到建设要求仅仅是初步
目标，所有工程真正使群众生活舒适、生产便
捷，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永安镇党委委
员、副镇长张强掷地有声地对笔者说。

监管是切实保障村容村貌整洁的一剂良
药。现如今，走进永安镇各行政村，条条街道
干净卫生，铁质垃圾桶有序安置在街道两侧，
临街住宅墙体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彩绘分
外醒目……农村面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都
是全镇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深入开展的结果。
在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中，永安镇严格按照

《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承包补充协议》要求，
将镇域道路、河渠等全部纳入专业保洁范围，
真正实现了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

目前，全镇建有垃圾中转站1座、配备垃
圾清运车5辆、吸污车1辆，配备保洁员190余
名、管理人员7名，设置垃圾桶1500余个。保洁
员全天候上岗保持镇域环境卫生，垃圾清运车
每天逐村清运，确保农村生活垃圾“日产日
清”。同时，镇物业办建立健全日常保洁、垃
圾清运、柴草堆放等8大问题台账，采取“销
号制”工作办法，集中解决镇域存在的环境问
题，确保了全镇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有序运
行。

以农村移风易俗工作为主要抓手，永安镇
逐步加大硬件建设，积极开展各项文体活动，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稳步提升：2015年，永安镇
成立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辖区内49个村红
白理事会全部成立；2016年，投资200余万元在
惠鲁、惠丰两个农村社区之间建设了公共祠
堂——— 福寿园，为村民扫墓祭祀提供便利；
2017年，计划再投资200余万元的镇区公共祠
堂，已完成土坟迁移和祠堂选址等前期准备工
作，年内将完成项目建设。同时，通过举办专
题晚会、广场舞比赛等文体活动，使群众的文
化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农村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

□通讯员 王颖芳 徐淑霞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的微
信“朋友圈”都被东营高新区的蓝天和白云刷
屏了。作为厂房林立的工业园区，走进东营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到之处绿树成荫、鸟语
花香。

景色美不胜收，得益于高新区走绿色发展
之路，制定出台一系列环保制度类文件，进一
步压实环境监管责任，坚持让生态文明建设与
经济社会发展“双赢”。蓝天碧水，草木扶
疏，阡陌交通，村风文明，一座宜居宜业、开

放现代的生态文明新城正呈现于世人的面前。
对于现代生态文明新城来说，守住一片碧

水蓝天，开展水环境治理是第一“突破口”。
开展水气污染治理行动，讲究因地制宜、综合
施策，高新区加快生态循环园区建设，投资
900余万元在辖区内打造生态水系，从五干渠
引黄河水连接辖区内所有自然坑塘和水系，提
升水质质量；实施高新区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
造提升，对高新区所有雨污排管线（总长60多
公里）进行修复，改造提升泵站及开发区污水
处理厂配套建设，实现日处理污水能力4000
方，经处理的污水达到地表水5类水质。实施
王连、东升排水管网改造，扩大污水收集范

围，提高污水收集率。
投资140万元，实施村居旱厕改造工程，

加强农村污染防治。对南王、东商、赵家、温
家、卢家5个村居811户旱厕进行改造，现已全
部完成；开展黑臭水体专项治理，对排查的出
49处黑臭水体，采取垃圾清理、清淤疏浚、播
撒生物制剂等方式达到除臭和净化水质的目
的。

面对激烈的发展竞争，东营高新区始终坚
守环保门槛不动摇，对“小散乱污”企业开展
集中整治行动，守住绿色发展底线，守住辖区
生态环境的“天生丽质”。东营高新区以网格
为单位实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共排查出

“小散乱污”企业18家；由环保、执法中队、
安监、消防服务队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进行集
中清理，目前清理工作已全面完成，共清理无
环保手续、非法排污类经营单位5处，清理扬
尘类经营单位7处，清理无手续非法经营汽修
厂2处等。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东营高新
区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用心打
造一流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环境污染少、科
技含量高的节能环保型产业，在生态环境日益
优良改善之时，园区的经济发展也结出了累累
丰硕的果实，高新区也成为了生态文明新城建
设的“范本”。

依托优势 发展旅游 促民增收

红色品牌引领生态旅游发展

东营高新区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赢”

打造生态文明新城建设范本

引“智”促“转”助农业提档升级

美丽乡村工程满足群众意愿

□李明 杨振坤 董子安 报道
本报东营讯 9月11日，记者从东营市林业

局了解到，国家林业局派出国家珍贵树种培育
专项考评组，到垦利区对2014年至2016年垦利
区珍贵树种专项规划设计和种苗繁育基地、示
范造林、古树名木保护、种质资源库建设、城
乡绿化、培育示范基地和综合效益情况等进行
详细实地检查，并按照国家珍贵树种培育示范
建设成效考核评价办法进行了考评。

考评组对垦利区在创建“国家珍贵树种培
育示范县”建设工作中，珍贵树种城乡绿化应
用率、保存率、后期管护成果以及创建示范县
档案建设等表示充分肯定，并给予了高度评
价，最后一致表决通过垦利区国家级“国家珍
贵树种培育示范县”建设成效考评。

据了解，2014年，东营市垦利区被国家林
业局挂牌命名为“国家珍贵树种培育示范
县”，垦利区结合当地实际，先后引进了‘白
洼1号’白榆、‘白洼2号’白榆等优良试验品

种并成功推广，全面推动珍贵树种培育工作健
康发展。

近年来，垦利区把林木种苗产业作为优化
林业产业结构、促林农增收的主导产业来抓，
以建设“黄河三角洲耐盐碱苗木繁育基地”和
振兴“榆树之乡”为目标，以创建国家级珍贵
树种培育示范区和省级现代农业生产资金苗木
产业项目为载体，通过政策激励、园区整合、
企业带动、科技提升等措施，有力促进了全区
林木种苗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目前，千亩以上
的育苗基地达到17家，百亩以上的发展到52
个，全区林木种苗面积达到7 . 2万亩。其中，优
质耐盐碱苗木5 . 6万亩，占到了全区总育苗面积
的79%，林木良种率达到95%以上，主要品种有
榆树、白蜡、中华柽柳等，年出圃苗木量达
6000万株，各类苗木销往北京、上海、天津、
河北、新疆、内蒙古、宁夏、东北等地50多个
大中城市，2016年实现产值12 . 3亿元，占全区林
业总产值的47%。

垦利区通过

“国家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县”考评

□刘智峰 李广寅 报道
东营市东营区史口镇劳家农光互补项目总投资827 . 2万元，已于2017年3月底

并网发电，为东营市最大的农光互补基地，也是“七星乐”扶贫连片开发项目
核心项目之一，已形成了“光伏+产业+扶贫”的镇域多元共享扶贫模式。“七
星乐”扶贫连片开发项目主要是结合光伏、电商、乡村旅游三种扶贫新业态，
建设以蔬菜、水果、林业、水产、养殖、民俗、美食七种特色产业为基础的综
合性现代农业文化体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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