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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临沂讯 积极破解畜牧业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矛盾，临沂市推动畜禽养殖向标准
化场区和现代生态循环产业园区转变，新动
能生产要素日益增多，企业盈利能力普遍提
高。

免费的沼气，免费的沼渣……采取“种
养一体化”模式，既解决了企业生产自身粪
污处理问题，又惠及了周边村民的生活与生
产生活，还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天然的有机
肥，这样的产业链条让莒南恒兴食品有限公
司良种猪繁育场获得了多赢。

这家良种猪繁育场年产仔猪3万多头，仔
猪多了粪便处理是个难题，他们就投资800万
元建成了两座大型沼气站。目前，这两座沼
气站日可处理粪污100立方米，年产沼气36万
立方米，沼液、沼渣3 . 6万吨。繁育场产生的
沼气无偿供给周边村800多户居民使用，产生
的沼液、沼渣通过管道免费输送到周边农场
和农户的粮食、蔬菜、茶叶种植基地。与之

合作的莒南县博丰家庭农场每年就能因此节
省化肥费用10多万元，年底企业还给农场补
贴2万元。由于大量使用有机肥，这些农场和
农户所产出的产品质量上乘，口感良好，价
格可观，经济收益大幅度提高，增强了创收
能力。

我省是畜牧养殖大省。近年来，随着现
代畜牧业加快推进，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
但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加大，特别是畜禽养殖
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高投入、高消耗、高污
染的畜牧业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临沂市是我省
的农业大市，也是畜牧养殖大市。来自省政府
研究室的信息显示，目前临沂市有国家级生猪
大县4个、省级生猪大县3个，年肉类总产量在
78 . 16万吨。根据我省制定的《加快推进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实施方案》，到今年年
底，我省将依法完成禁养区内畜禽规模养殖场
(区)和专业户的关闭或搬迁；到2020年,全省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1%以上；到2025
年，全省畜禽粪污基本全量处理利用，农牧

循环格局基本形成。紧抓环保这个切入点，
既能完成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转化达标任
务，又能促进畜禽生态环保养殖科学化、现
代化，实现畜牧业新旧动能的转换。

以环保创造新产业，以环保实现种养循
环，以环保促进技术提升，当前，临沂畜牧
业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旧动能转换
正在大力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2016年，临沂市粮食播种面积981万亩，
蔬菜种植面积198万亩，果园面积123万亩。
多年来，由于化学肥料过度施用，引起了土
壤板结化，出现地力下降。从根本上解决土
质问题，仅靠种植业自身难以实现，而畜牧
业生产产生的粪污是改善土壤有机质的有效
资源。基于土地对磷养分的需求，一头猪可
安全匹配农田面积0 . 381亩，即一亩农田可承
载30公斤到110公斤的育肥猪3头。2016年临
沂市生猪饲养量为1006 . 85万头，全部有效利
用能匹配农田335 . 6万亩。加之牛、羊、禽等
畜禽粪污的有效转化利用，都可以改良土

壤。
沂南县双堠镇埠口村永昌果品种植合作

社生产大棚桃，使用猪粪做土杂肥，提高了
产量与果品品质，果品价格也大幅提升。郯
城县红花乡西红捕种植户李金华也深深收
益。使用牲畜粪便做土杂肥，不仅产量得以
提高，李金华地里的产品也成了有机蔬菜，
增加了利润。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养殖业，推
广“养种+”多种形式，以种带养，以养促
种，种养联袂，改良了土壤，改善了种植业
生产条件，又实现了畜牧业污染有效解决，
实现农牧业良性循环。

目前，临沂畜禽生产主体已由“家庭
式”养殖为主发展成为以规模化、企业化养
殖为主，养殖场户的经济实力和资本原始积
累达到一定程度，具备了向标准化、生态化
和农牧循环相结合等更高模式转换的条件。
从环保入手，立足源头，实现新旧动能转
换，是构建合理农牧循环格局、实现种养结
合良性循环发展的必走之路。

□ 本报记者 杜文景

乐陵小枣甲天下，尤以朱集为最。
“现有枣树300余万株，百年以上古树9

万多株，500年以上的1 . 6万株，千年以上近
万株。”朱集镇镇长孙玉贵介绍，该镇云红
街道是乐陵金丝小枣的主产区和原产地，有
着“中国金丝小枣之乡”的美誉。

据了解，“乐陵小枣”品牌总价值评估
为7 . 53亿元。近年来，朱集镇依托千年枣林
的资源优势，深入挖掘枣文化元素，围绕
“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示范区”定位，积极发
展红枣、旅游两大特色产业，打造宜业、宜
居、宜游的枣林特色小镇。

朱集镇地处鲁西北平原，北靠漳卫新河，
全镇枣林面积广阔，老幼枣树风格别异，自然
风光独特秀美。镇域内千年枣林游览区被评为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国家“AAAA”级旅游
景区、山东省农业旅游示范点等。

在全国叫响“乐陵小枣”区域品牌的同
时，该镇结合原生态枣林资源和历史文化实
际，邀请上海复旦设计研究院，编制了镇域
总体规划、旅游专题规划及镇区专题规划，融
入枣文化元素，着力打造“农业稳镇、旅游兴
镇、产业强镇、文化活镇”的发展格局。

枣乡独有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朱集镇生存

和发展的动力源泉。朱集镇不断提升“千年
枣林”生态旅游品牌知名度。据了解，千年
枣林游览区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是全国罕
见的天然氧吧，也是世界面积最大的人工干
果林。

该镇注重挖掘红色、红枣“两红”文
化，打造“冀鲁边区”红色旅游品牌。先后
建成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中国画枣村、枣
乡人家、百枣园民俗文化一条街等，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着力彰显文化特
色。其中，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为国家3A级
景区，占地186亩，主要建有休闲广场、冀鲁
边革命烈士纪念馆、烈士碑林、广场群雕、
常大娘故居和体验式地道、文化长廊、景观
喷泉等各种景观小品。冀鲁边区革命纪念
馆，面积3000平方米，以图板、文字、实
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反映了冀鲁边区军
民在党的领导下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目
前，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已入选国家级抗战
纪念设施和遗址名录、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名录。省内“南有沂蒙山、北有冀鲁边”
的红色文化格局初具雏形。

“我们不断加大旅游资源投入，在服务
业发展上下大气力，在枣文化元素挖掘上做
文章，提升了小镇内在品质，吸引了不少在
外地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孙玉贵说。

积极发展“枣乡人家”乡村旅游品牌。
据介绍，“枣乡人家”是以王双志、前周、
后周3个村为核心，以千年枣林为依托，集中
打造的集扶贫、旅游、小枣及民俗文化展示
为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也是枣林生态休闲
旅游特色小镇倾力打造的独具特色的旅游文
化品牌。

“‘枣乡人家’这个项目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实惠，干得好政府还有奖励。”早前在
外务工的朱集镇后周村村民付海军借着“政
策春风”回村搞起了农家乐。

游客在观光的同时还可以在“百枣园”
学习相关科普知识。“百枣园”被称为全国
名特优枣品种资源库、科普枣园，是一处集
引种试验、品种对比、物种保存、游览观光
于于一体的特种枣园。栽种枣树6000余株，
汇集了国内知名枣品种596种，堪称华夏枣的
大观园。其中有极具观赏价值的茶壶枣、磨
盘枣、龙须枣等。

该镇的“寿成康硒”农业观光旅游主要
以寿成康硒枣博园为核心，拥有枣树26868
株，其中，500年以上的枣树3556株，100年
以上的18000多株，是农业部授权的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保护中心区、中国果品流通协会
颁布的优质富硒金丝小枣基地核心区，农业
部和国家旅游局命名的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示范点，也是乐陵市保护红枣资源、重
振乐陵小枣品牌、发展红枣和文化旅游产
业、促进枣农增收致富的示范工程。

“园区内重点推广标准化管理，以打造
绿色、无公害为目标，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开展多项试
验，发展树下经济，创新红枣销售模式，突
出新型营销策略，发展现代立体农业观光示
范园，打造‘寿成康硒’特色品牌。”该项
目负责人表示。

此外，小镇还规划了“中国画枣村”文
化旅游品牌。“中国画枣村”位于朱集镇八
里庄村，专著于画枣树，自2012年正式命名
以来，与清华美院、山东艺术学院、鲁迅美
院等艺术院校建立合作关系，院校定期派老
师、研究生、学生到枣林创作、培训，枣村
画家也定期组织到学校进行专业培训，成立
了“清华美院枣林写生创作基地”以及“苏
文通工作室”等绘画创作基地，打造书画研
究、展览、学习、交流的平台。目前，已有
百余名画家以枣树、枣乡、枣文化为主题进
行绘画创作及研究，将枣文化、农民绘画与
枣乡旅游有机结合。依托中国画枣村的影响
力，小镇吸引了大批文艺工作者采风、交
流，已初步形成了以书画、摄影等于一体的
文艺集聚地。

■服务业特色小镇系列报道⑦

朱集镇：打造枣林特色小镇

从环保入手，种养结合良性循环发展

畜牧业新旧动能转换正当时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王彦金 报道
本报德州讯 近日，记者从德州市发改委了解

到，前三季度，该市对外贸易和友好交往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

前三季度，德州进出口累计完成184亿元，同
比增长16 . 5%；其中，出口133 . 4亿元，增长
20 . 7%，增幅高于全省平均10 . 4个百分点，列全省
第2位；进口50 . 5亿元，增长6 . 6%。

德州市引进外资的质量规模不断提升。前三季
度，德州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0家，合同外资3700万
美元，实际到账外资5815万美元。马来西亚云石集
团投资兴建的德州云石热电厂项目投入运营。马来
西亚发林集团投资25亿元兴建的东盟国际生态城暨
“东盟之窗”一期工程——— 东盟文化中心和东盟旅
游体验中心主体已完工。

□周艳 刘少明 贺一展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记者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

到，该区自去年12月推行投标保函制度以来，截至
目前经统计保函替代率已达到45%，统计估算2017
年度投标保证金将接近2 . 4亿元，按照目前替代率
并扣除保函开具成本，一年时间能为投标企业减轻
资金占用1亿多元。

投标保函制度对投标人而言，能够减少缴纳现
金保证金引起的资金占用，获得资金收益，与缴纳
现金保证金相比，可使有限的资金得到优化配置；
对招标人而言，能够良好地维护自身利益，避免收
取、退回保证金程序的繁琐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许文强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泰安市共有6家企业和7项

节能成果获得2016年度山东省节能奖，获奖数量居
全省前列。其中，瑞星集团被评为2016年度“山东
省节能突出贡献企业”，奖励资金100万元。据了
解，该奖项为省节能奖评选最高奖项，全省只有5
家企业获此殊荣。

在省政府印发的《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省
节能奖获奖企业和成果的通报》中，石横特钢股份有
限公司、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泰山石膏有限
公司、泰安市泰山城区热力有限公司、肥城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5家企业被评为省节能先进企业，瑞星
集团被评为省节能突出贡献企业，全省共41家企业
参加评选，泰安市获奖企业数额占全省的八分之一；
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高效酿造机械
成套装备等7个成果评为省优秀节能成果。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蒋惠庆 报道
本报无棣讯 近年来，无棣大力实施“智汇无

棣·无棣智造”等人才系列工程，探索建立了“1+3+
N”的“无棣模式”，60家规模以上企业与中科院、中
国工程院、中国农科院、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30余
家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第三季度举办专
题对接活动20余次，截至目前累计签订合作协议22
份，3个院地合作项目顺利获批，获省科学院与县
政府“产学研协同创新基金”支持200万元。

投标保函制度
减轻企业负担

泰安6家企业7项成果

获省级节能奖励

德州引进外资质量规模
不断提升

引智工程

让无棣企业“强身健体”

岚山区电商产业快速发展
□记者 杜文景 通讯员 刘霞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年初以来，日照市岚山区采取有

力措施，大力发展电商产业，成效明显。“双十
一”期间，该区电商交易额约1500万元。

其中，岚商电子商务淘宝店铺群共销售海产品
30万元、即食零食类产品5万元，总单量7000多单；鲁
宁电子商务运营的捷全家居天猫旗舰店当日订单
20000单，营业额约150万元，其中茶叶销售6000单；
岚商电子商务淘宝店铺群和鲁宁电子商务两家电商
基地网上交易额达300万元；茶叶、小五金等交易
额约80万元。目前全区已建成村淘服务站88个。

□ 本报记者 于新悦 赵小菊

肉牛产业是阳信县的传统优势产业。从上
个世纪家家户户养牛宰牛，到如今拥有百余个
规模以上肉牛养殖加工企业，阳信县不断致力
于在传统产业上实现新突破，走出了一条特色
富民强县之路。

阳信县畜牧局内数字大屏幕上，显示着肉
牛从屠宰、分割、包装一直到出库的全过程。这
些年，阳信县建立起了动物检疫监督及畜产品
质量监管中心数字联网平台，把全县规模以上
企业纳入系统当中，实现全方位监测监督。现
在，每块阳信牛肉都贴有一个二维码，扫描之后
就可以追溯到每个环节的检疫人员以及质量状
况。这种全程追溯的达成，一方面让消费者吃得
放心，另一方面也杜绝了劣质肉冒牌混入市场。

目前，阳信县有76家肉牛屠宰加工企业，年

屠宰能力达120万头，肉牛屠宰量列全国县级第
一位。为保证牛肉质量，鸿安集团上线了全国先
进的肉牛屠宰分割生产线，整个车间处在0℃—
8℃之间，牛肉从生产线下来后进入有制冷功能
的低温车厢，直接送往各饭店、超市的冷柜。这
样一来，牛肉全程都处在低温环境中。“低温可
以把菌落数量控制在很低的范围内，菌落少了，
自然就更安全了。”鸿安集团董事长杨广富说。

福安集团则将目光聚焦于“富硒”牛肉的
养殖加工。阳信县畜牧兽医局局长马文健表示，

“富硒”肉牛的养殖，好处不只是牛肉吃起来更
营养，也能让牛本身长得更快，更好地育肥。

阳信县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育肥，以满足
市场需求，目前已形成优势产业突出、区域整
体推进的发展格局，促进产业的快速升级和效
益的不断增长。目前，阳信县拥有中国名牌1
个、有机产品认证6个，国家A级绿色食品认

证10个、无公害畜产品认证16个等等，品牌的
聚集带动效应开始凸显。

肉牛养殖业的发达也带来了环境问题。据
统计，阳信县每年产生牛粪400多万吨。这种
负担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产业的发展。

如今，阳信在粪污处理方式上致力于“两
手抓”，生产有机肥之外创新性的用牛粪做成
生物质燃料进行发电，燃烧发电可以消耗94%
的牛粪，剩余的6%可用作钾肥继续还田。

从数字化质量监管到牛粪发电，阳信县肉
牛产业的诸多环节走在了我省前列。对此，省畜
牧兽医局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处长朱发成表
示，阳信县的先进经验对全省肉牛产业起到了
示范引领的作用，这种产业集群，将促进结构调
整和养殖水平的提高。未来，我省将重点发挥行
业的作用，在牛肉品质和标准上进行创新，挖
掘发展潜力，走出一条自己的牛肉发展之路。

数字化质量监管、牛粪发电……

“老”产业集群的阳信样本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杜昱葆 报道
11月17日，沂南县玉山中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工人在晾晒 蒌。
今年，沂南县玉山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200亩 蒌喜获丰收，亩产值8000元，160个种
植户从中受益。近年来，沂南县采取“制药厂
+合作社+基地+种植户”的模式，发展订单式
中药材基地6000亩，中药材成为当地群众脱贫
致富的良方。

□袁涛 宋杰 李胜男 报道
本报肥城讯 麦秸秆、玉米秆、果木树

枝……这些农林废物都可以摇身一变，作为生
物质燃料发挥“余热”。在肥城，依托中国节
能环保集团生物质热电项目，每年可消耗这类
生物质燃料30万吨，年可发电2 . 1亿度，年节
约标煤约10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500吨。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生物质热电项目去年6
月份投产，截至今年10月，已发电2 . 9亿度，
初步建立起完善的燃料收购体系，有稳定的燃
料交售户，年可增加农民收入约8000万元。

不仅仅是生物质热电，在建的智慧环卫一
体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康龙污水处理厂
二期工程等9个节能环保项目，都是央企中国
节能环保集团在肥城投资的。2015年12月，肥
城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
为与其建立全面战略合作的唯一一个县级市。
在肥城，节能环保产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整个产业呈现集群式发展，走出了一条央企与
地方政府交流合作的高效模式。目前，已有中
节能、中国中材、中国铝业、中油金鸿、中粮
集团等十多家央企落户肥城，为肥城绿色发展
注入了强大动能。

9个节能项目落户肥城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王伟勋 报道
▲初冬时节，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北孟

家庄村的火龙果种植园里，红彤彤的果实挂满
枝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据农场主
人史洪伟介绍，他种植的火龙果口感好，自
2012年从南方引种栽培成功后，每亩棚年均收
入达6万元以上。

日照新增
两个海洋牧场示范区

□记者 杜文景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前，农业部公布第三批国家级

海洋牧场示范区名单，位于日照市的海州湾海域顺
风海洋牧场和黄家塘湾海域万宝海洋牧场榜上有
名。至此，日照市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增至3
个，其中，岚山东部海域万泽丰海洋牧场上榜第二
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名单。

海州湾海域顺风海洋牧场建设主体为日照顺风
阳光海洋牧场有限公司，建设面积为611 . 5公顷；黄
家塘湾海域万宝海洋牧场建设主体为日照市万宝水
产集团总公司，建设面积为335公顷。

人才助力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记者 周艳 通讯员 高金贵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化工产业是山东省重要的支柱产

业，但是能源和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如何转型升级？近年来，威海市金泓集
团坚持人才引领转型政策，转型升级较为成功。

2010年，金泓集团进军聚砜树脂特种工程塑料
领域，引进吉林大学教授陈春海，经过几年科研攻
关，成功建成国内首条千吨级聚砜系列树脂生产线，
这也是世界上继“巴斯夫”“苏威”之后第三家实现聚
砜树脂千吨级生产的公司，填补了国内产品空白，改
变了国内产品需求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

李武松博士是金泓集团引进的又一人才。“树
枝状高分子新材料发源于上世纪80年代，是一种应
用广泛的高新材料，此前在国内一直处于实验室研
发阶段。”树枝状破乳剂、树枝状阻垢剂、树枝状
重金属去除剂、树枝状塑料加工助剂、树枝状颜料
分散剂……经过李武松团队的努力，目前已有十多
种产品实现产业化，年生产能力达到上千吨。

艹舌

艹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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