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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近日从潍坊市商务局获悉，

潍坊市通过创新机制、培育特色产业园、优化营商
环境等途径，持续提升开发区发展水平，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步伐。

潍坊市先后组织到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和济
南、青岛、日照等市寻标对标学习，起草《关于深
化开发区体制机制创新改革的方案》，在行政审批
改革、投融资机制、企业化运营等方面推出创新举
措。目前，16个开发区已组建开发运营公司29家，
今年以市场化手段新建成项目25个。

该市把主导产业强链补链作为重中之重，坚持
“外”字当头、“特”字为本，围绕龙头企业抓配
套，培育和发展一批特色产业园区。其中，高新区
歌尔国际化社区、高密开发区豪迈产业园等都在加
快建设，潍城开发区鲁东物流园和节能环保产业园
两大特色园区新引进项目共20余个；滨海区中韩
“华尚产业园”已吸引11个项目进驻，综合保税区
中韩产业园已落地项目2个；潍坊经济开发区“中
欧-活力城市联盟”特色产业园开始筹建，昌乐开
发区中德产业合作园区等加快推进。

此外，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潍坊
市16个开发区新建成“四全一特”国际化社区31处，
部分开发区在网上建设多语种门户网站。高新区等
建设国际学校、涉外医院，并在现有学校、医院开设
外国人就学就医便利通道；潍坊经济开发区19个部
门、138项审批服务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各局通办”。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李 芳

没出正月，诸城市枳沟镇就举办了两场招
聘会，每次参与招聘的企业30多家，岗位需求
2000余个。前几天，还在家过春节的孟雪娟因
为今年6月份即将毕业，也来应聘了一家社区
服务人员岗位。3月10日，返校后没几天她就
收到面试通知，如面试通过，小孟做的会是接
待和导游的工作，在大学学习的是旅游管理，
这正是自己的强项。趁周末，小孟从学校赶回
来面试。

乡村振兴，无业不兴。吸引小孟回家就业
的，是家乡发展的潜力：老家乔庄社区北部沿
潍河一线，正在开发沿河经济园，田园综合体
项目正在建设中。社区公司流转来的180亩土
地上，蜜桃、葡萄成片，长700米的水塘里鱼
群不断，动物园里骆驼、鸵鸟、火鸡等20多种
动物活泼可爱，每天都有游客前来。社区工作
人员裴艳云此前在外县教学，考入乔庄社区
后，目前担负临时旅游线路的讲解工作，淡季
都忙得不可开交。

“全省最大的乡村记忆博物馆昆阳馆已经
动工，乔家大院正在建设，环社区12公里的路

线上还要栽植5000亩的采摘园，体验式民居和
垂钓场也建设起来，今年社区不仅有看头，还
能有收益。”乔庄社区党委书记刘正光告诉记
者，这一片旅游线路都由社区公司策划运营，
马上要购买电瓶车，聘用解说员和服务人员，
“等完全建成，旺季时没有100人的管理和服
务团队忙不过来。”

11年前，诸城在全国率先实行农村社区
化，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方便群众的原
则，诸城市把1249个村庄规划建设为208个农
村社区。农村社区化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
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即使在偏远镇街，有
些自然村距离镇街驻地较远，而到所属的社
区不过2公里左右，社区服务中心实施“敞开
式办公、一站式服务、一次性受理”，将就
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残疾服务、计划
生育、教育培训、户籍等公共服务集中在一
个服务中心，就近为城乡居民提供相应的服
务。

不过，农村社区大多依靠上级扶持和内部
自然村经联社的积累，再发展面临新的难题。
而源源不断的投资和发展金从哪里来？农民的
美好生活用什么做支撑？刘正光告诉记者：
“各村的经联社还处在单打独斗的状态，社区

党组织、人员整合起来了，唯独经济组织没有
合并。社区想出钱为贫弱村修路，需要社区的
4个自然村筹资，最富裕的村子出钱多，就有
居民心里不是滋味，不愿意用本集体收入接济
他人。”而且，因为社区经联社没有独立法人
地位，在外出招揽业务中，处处碰壁。

2016年，枳沟镇率先探索在每个社区成立
社区公司。社区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用于发展
社区集体经济。社区公司“另起炉灶”，不动
用原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联社一分钱，用新的
资源创收。社区公司鼓励党员群众以资金、技
术、土地经营权、机械设备等多种生产要素入
股，采取“社区+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
通过实行股份制管理、企业化运营，搭建社区
发展平台，走资源开发型、服务创收型、产业
带动型、乡村旅游型等多种发展路子，发展壮
大社区集体经济。“我们通过社区发展壮大，
用经济引导居民进行‘二次创业’，发展集体
经济，强化社会管理，集聚乡村振兴的力
量。”枳沟镇党委书记王学斌说。

不过，有的社区因为种种原因，社区公司
成立一年多也没有纳入任何发展项目。这样一
来，社区公司不仅无法增收，反而成为集体包
袱。王学斌建议采取灵活运营方式，借助外力

对“僵尸公司”进行盘活，为有能力的人提供
施展平台，达到互惠互利。该镇后寨社区公司
法人变更后，新法人就签下协议，公司每年营
业额的1%用作社区办公经费，每年利润的20%
用于扶贫。

同时，调任诸城龙都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冯
士磊，把在枳沟镇的探索带到了龙都街道。龙
都街道经济基础好，让这一政策得到了极大的
施展空间。以龙都街道邓戈庄社区为例，该社
区成立众好城乡发展有限公司后，在众多厂房
建设工程承揽中，赢得一席之地，每年为集体
增收30多万元。

如今，龙都街道20个社区被分成资源开发
型、服务创收型、产业带动型、乡村旅游型等
多种发展路子，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
商。七吉社区吉庆建筑有限公司承接龙祥路西
延段石渣基础工程，创收20多万元；善士社区
永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栗元社区栗元城乡发
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展农林种植新技术和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吸引大批当地农民就业。

近年来，诸城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鼓励镇街和多种经营
主体先行先试。2017年，该市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8670元，同比增长8 . 5%。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付 瑶

2017年，寿光市旺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推
出了自主研发的番茄新品种戴安娜，3000袋种
子刚一面市就被抢购一空。

“关键是品种好，戴安娜番茄集合了全球
番茄的优点，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口感。今年我
们要把这个新品种推向全国。”旺林农业总经
理齐炳林说。

“又脆又甜，甜中带酸，根本不愁卖。”
种植户刘明涛这样评价戴安娜番茄。

旺林农业番茄部经理李建亭说，黛安娜饱
满多汁，酸甜可口，甜度达到6度以上，远超
普通番茄的3-4度。菜农种出的戴安娜番茄每
斤以6-8元价格被收购，在大型超市能卖到30
元每斤。而普通西红柿，收购价只有2元左
右。

2009年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学专业硕
士毕业后，齐炳林开始工厂化育苗。齐炳林发
现，不掌握种子，就会受制于人。有了种子，才有
主动权。3年后，他开始与育种研究所合作研发
种子，如今成果初现。“以前菜农要啥苗子，我们
育啥苗子。现在我们育啥苗子，菜农种啥苗子，
开始引领菜农发展了。”齐炳林说。

据了解，目前寿光自主培育的蔬菜新品种
达到50个，寿光市场国产蔬菜品种占有率达到
66%。

“近30年来，寿光的蔬菜全国闻名，但普
通蔬菜产品过剩，高端产品匮乏，品牌效应不
强，寿光蔬菜到了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
键时期。”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说，“加快蔬
菜产业转型，种出优质高端蔬菜是寿光的使
命，也是全市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在寿光市化龙镇，脆鲜碧韭菜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张建华，把韭菜装在盆中销售，每亩销

售收入4万多元，而大田种植的韭菜销售收入
在1万元左右。

“盆栽韭菜不但能让消费者现吃现割，随
时吃到最新鲜的蔬菜，而且还能满足种植、管
理、观赏和收获的乐趣，一举多得。”张建华
说。

“张建华乐于接受新技术，掌握了日晒高
温覆膜法和以虫治虫法，很好地防治了韭蛆，
种出了高品质韭菜。”化龙镇农业综合服务站
站长张利焕说。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提
高供给质量、保障有效供给作为主攻方向，让
群众吃到放心、多样、个性的农产品。”寿光
市农业局局长张茂海说。

曾经贩卖大葱的董奎光，种起了反季节无
花果，避开无花果集中上市时间，将果实成熟
期控制在11月到次年7月。今年春节，董奎光
的无花果卖出了每斤120元的高价。无花果用

来扦插的干枝，每斤也卖出了50元的价格。
“无花果不生虫，不用打药，又有保健作

用，很受欢迎。”董奎光说。
在寿光市蔬菜扶贫产业园种植大棚的赵国

胜，按照翰兴蔬菜合作社的标准种植的彩椒，
客户上门收购。“因为果型正、色泽好，广州
的菜商直接到大棚门口收菜。以前我们求着菜
商，现在菜商伺候我们了。”赵国胜说。

多年在寿光工作的潍坊科技学院副院长李
美芹说，寿光主动适应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的
新形势，迎合都市人群对高端农产品的需求，
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效果明显。

目前，寿光培育出了桂河芹菜、浮桥萝
卜、独根红韭菜、王婆香瓜等一批以“品质、
美感、文化”为特色的名优农产品，全市“三
品”认证农产品达到512个，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16个，80%的蔬菜打入全国大中城市高端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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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农村社区聚人气，兴产业，展现发展潜力

接待乡村游，淡季都忙得不可开交

加快蔬菜产业转型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韭菜盆中栽，每亩销售收入4万多元

优化开发区营商环境

促项目落地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7日，记者从潍坊市农业局获

悉，目前潍坊市的春耕备播工作进入全面准备阶
段，2018年潍坊市秋播冬小麦487万亩，比上年减
少9万亩。在降水量偏少的情况下，潍坊市已投资
2850余万元，让147万亩小麦“喝”上了返青水。

今年，潍坊市的一、二类苗面积占77 . 73%，同
比下降2 . 5个百分点；三类苗面积占19 . 4%，比上年
增加9个百分点。2018年春季农作物种植意向270万
亩左右，主要为蔬菜、春玉米、花生、棉花、薯类
等。受气候条件影响，自2017年11月1日以来，全
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截至目前，潍坊市
共投入资金2850多万元，对147万亩小麦浇了返青
水，并对181万亩小麦开展了病虫草害防治工作，
为今年春耕备播工作开了个好头。

潍坊市还组织开展“万名科技人员下乡”活
动，发动基层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搞好技术指导服
务。此外，在各县市区开展了“打假护农保春播”
行动，严厉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农资行为。据统计，
潍坊市今年春耕备播所需农资包括化肥33万吨、农
药4300吨、农膜2 . 5万吨、玉米种子5700吨、棉花种
子765吨。从调度情况看，截至目前全市农资储备
充足，完全可以满足春季生产需求。

147万亩小麦

“喝”上返青水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9日，2018年潍坊瑞驰汽车新

车型上市发布会在潍坊市召开，推出历时三年研发
倾力打造的三款车型。据了解，滨海区围绕瑞驰等
现有项目，对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引进破题，引导建
立研发机构，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聚集区。

发布会上推出的三款车型——— 瑞易电动S6、
T750和A6，无论是个性时尚的外观还是人性化的
配置，都获得了现场和场外经销商的一致认可。据
悉，滨海区抓住新旧动能转换机遇，以发展导向、
人才引进、技术创新为突破口，从加强政策引领、
引进高端人才、加大研发投入、推进平台建设、完
善创业孵化基地建设，鼓励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工
艺革新和设备、产品更新换代，还通过加强企业与
科研院所合作，积极开展“一企一技术”和“专精
特新”培育，调动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推进企业科
技进步与创新驱动，把企业创新驱动工作摆在突出
的位置，优化创新环境，扩大科技开放合作，加速
优势项目产业集群建设，围绕瑞驰等现有项目，对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引进破题，引导建立研发机构，
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聚集区。

滨海打造新能源汽车

产业聚集区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徐 强

3月2日，在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
家洼街道周疃社区文化大院内，大家洼街道元
宵节文艺演出正在热闹进行。铜鼓敲响，舞台
前聚满了前来观看的村民。观众们一边看节
目，一边聊着过节的有趣事儿，一派喜气洋
洋、欢乐祥和的气氛。

“今天早上9点我们就赶过来看演出。”
周疃三村村民王秀真对记者说，春节期间的文
艺演出活动她一场都没有落下，就是喜欢看老
百姓自己的节目。

“为丰富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我们精心
设计了贴近百姓情感、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
与的节目。”大家洼街道文化站站长袁义忠告
诉记者，元宵节前后组织了三场文艺汇演，轮
流到不同的社区演出。

让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免费看“大戏”、免
费看电视、免费看电影，是潍坊滨海着力打造
文化惠民暖心工程的重要内容。

2017年，潍坊市滨海区投入1000多万元，
实现2万多农村户籍家庭高清电视和宽带业务
全免费。不仅如此，电视上的本村“三务公
开”系统，让村务政务更加阳光透明，搭建起
了政府和群众沟通的数字新平台。

去年，潍坊市滨海区举办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优秀电影进社区活动800余场次。部分广
场和农村社区还安装了固定银幕架，让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光影的魅力。“一村一年一
场戏”送戏下乡工程，则为群众奉上了一场场
精彩的“大戏”。滨海区心连心艺术团走进社
区，带去一场场高水平的精彩演出，受到群众
热烈欢迎。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邀请高层次人才来
滨海，结合群众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艺

术层次。”心连心艺术团团长祝兆信说。
据了解，为全方位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去

年潍坊市滨海区组织开展广场文化活动、百姓
春晚、一村一场戏基层演出、社区文艺巡演、
基层文艺培训等群众文化活动320多场次。

“百千万”文化人才培训活动，让群众免费得
到包括声乐、器乐、舞蹈、书法、绘画等多个
门类的艺术培训。在滨海画院，书法绘画艺术
展览、艺术比赛和公益培训、书画进校园等活
动，不仅让群众可以在闲暇之余接受书画艺术

的熏陶，还可以加入到创作、培训队伍中来，
亲身体验行书作画的乐趣。

与此同时，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面
提升。“去年，滨海区投入专项资金700多万
元，为全区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配
备电子阅报屏、电脑、图书、投影仪、健身器
材等设施，实现了文化服务中心提档升级和标
准化建设，文化服务便民能力显著提升。”滨
海区宣传文化群团部文化中心副主任赵福龙
说。

在潍坊滨海区央子街道固堤场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郑新港告诉记者，这里不仅
为村民的休闲文化生活提供场所、设施设
备，还组织了秧歌队、戏曲队等文艺队伍，
免费举办戏曲、乐器等文艺培训，深受村民
欢迎。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已成为村民的精神
家园。

走进央子街道崔家央子村，干净整洁的街
道上人来人往，村内活动广场的善行义德榜里
贴着五好家庭榜、好婆婆榜，村内的墙上贴着
推行好村风的三字经。滨海区深入开展“家风
村风民风”主题活动，传承弘扬优良家风，进
一步营造了清明和畅的村风、民风，激发出了
群众心底的道德追求。不仅如此，各村还成立
了红白理事会，以前，三天到五天的白事，现
在当天就完成了。

“现在喜事也有了一样的标准，没有了以
前互相攀比的现象，减轻了大家的负担。”崔
家央子村村委委员、妇女主任徐秀玲告诉记
者。

“潍坊滨海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为重点，实施多项文
化惠民措施，广大群众免费享受到了大量优质
公共文化服务，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
度不断提升。”滨海区宣传文化群团部党总支
副书记马健说。

文化活动常态化 有线电视免费看

潍坊滨海：构筑农民精神家园

滨海区去年投入1000多万元财政资金，在全区范围内实行农村免费数字电视全覆盖。

图为央子街道固堤场村村民正在家中查看村务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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