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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莹莹

5月2日，省田园综合体建设地方标准发
布推广实施现场会召开，作为莱芜市唯一一
个申报省级田园综合体的企业，莱芜万邦食
品有限公司应邀参加，并参与标准制定。

之所以被省里邀请参与标准制定，是因
为万邦制定的田园综合体建设方案有着独特
之处。万邦依托山楂干加工，紧盯自己所在
乡镇的8个村庄，带动当地村民山楂种植，发
展乡村旅游，使村民致富。

能有这样一份切合实际的方案，是因为
万邦在去年“栽过跟头”。当时，万邦想申
报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并做了一份大而全的
建设方案，方案涉及两个乡镇17个村庄，涉
及土地面积15万亩。

“但这不切合实际，光治理土地一项，
就要花上亿元。”公司副总王秀娟具体负责
方案的实施，她回忆说，专家看到方案后就
否决了，所以申报没有成功。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万邦总结出经
验，那就是得让田园“瘦身”。

去年，为发展南部山区旅游，莱城区投
资两亿元修建了一条环山旅游路，万邦将原
先涵盖的17个村减为靠近旅游大道的8个村，
迈出田园“瘦身”第一步。

“同时，我们对产业规划进行相应调
整。”王秀娟说，原先发展茶叶和山楂两个
产业并不现实，今后将以山楂产业为支撑。
这并不意味着单纯减掉一个产业，在山楂产
业发展上，万邦继续做减法，将多而杂的山
楂品种减为以“小红星”为主的特色种植。

“从农民增收角度考虑，作为鲜果食用
的“小红星”每斤可卖到20元。”王秀娟说，淘
汰产量不高的山楂树，统一为村民免费提供

“小红星”，符合让老百姓致富的初衷。
万邦打造“山楂之恋”田园综合体，也

做足了特色。“虽然我们是在做减法，但我
们不是在做简化。”王秀娟介绍，“瘦身”
减掉的是一些无关大局的东西，而这也正是
为了让田园综合体内涵更为丰富。

下一步，万邦打算在村里建产业园，让
村民熟悉山楂种植标准和技术操作规程，实
现山楂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程标准
化，整合山区旅游资源，发展住宿、拓展、
体验为一体的乡村旅游。

经过一番打造，未来山楂之恋田园综合
体犹如少女般风姿绰约，万邦在市场上有了
强大竞争力，也让老百姓鼓起了钱袋子。

亓全顺是牛泉镇庞家庄村贫困人口，原
来一年收入只有半亩地的流转费用。现在，
亓全顺成为万邦一员，每月固定收入2000多
元，再加上卖果子的钱，每年收入3万多元。

“在家门口干活不仅方便，公司还管
饭，每月还有全勤奖，俺们山上风景也
好。”亓大爷对此很满足。

“依托田园综合体，实施村企一体化战
略，让村民真正享受到企业发展带来的红
利。”如今作为公司负责人，又当选为庞家
庄村党支部书记的亓宪瑞说，“未来，像亓
全顺这样的村民不但是土地股民，也会成为
公司股民，收入将大幅增加”。

由两个产业减为一个，涵盖范围由17个村减为8个村———

田园“瘦身” 村民变富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报道
本报莱芜讯 5月3日，省环保厅公示第七批省

级绿色学校，经过综合评定，莱芜市雪野旅游区雪
野镇中心中学、钢城区里辛街道办事处第一中学、
高新区滨河小学入选。

“绿色学校”是指在实现基本教育功能基础
上，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在学校全面日常管
理工作中纳入有益于环境的管理措施，并持续不断
地改进，充分利用学校内外一切资源和机会全面提
高师生环境素养的学校。主要致力于在中小学校开
展绿色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促进校园环境绿化、
美化和净化，全面提高师生的生态环保意识和可持
续发展意识。

3所学校入选

第七批省级绿色学校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报道
本报莱芜讯 5月10日，莱芜市被省财政厅评

为2017年全省农村综合改革先进工作单位，获得省
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50万元。此次考评结果将
作为分配2019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的重要
因素。

莱芜被评为全省农村

综合改革先进工作单位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报道
本报莱芜讯 5月6日，省科技厅和省知识产权

局下发的《关于2018年第一季度全省专利申请和授
权情况的通报》显示，莱芜市第一季度共申请专利
773件，全市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1163件。
同比增长23 . 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 . 2个百分点，
增幅全省第一；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8 . 45件，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0 . 69件，名列全省第五。

全市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增幅全省第一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5月7日，在莱芜市高新区鹏泉街道利和
庄园里，总经理狄纯利正在给员工们讲解种
植规范和标准。从3年前承包的3亩荒地到现
在发展成200多亩的生态田园，狄纯利感慨
道，利和人的“一千零一夜”，是不断地建
立标准完善标准的过程。

利和庄园的蔬果从不推向农贸市场，18
个温室大棚所产的芹菜、黄瓜、西红柿等10
余种果菜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全部靠采摘。

“五一”小长假，利和庄园共接待游客
近1万人次，这些游客都是冲着老味道来的。
“从这里能找回以前水果、蔬菜的老味
道。”65岁的老菜农田文平说。

游客能品尝到老味道，但看不到的却是
这老味道背后建立起的种植标准。

刚接过长安村流转出的200亩的土地时，

狄纯利的做法让人看不懂。除栽种了少量的
果树，大部分土地种植了大豆。让人更没想
到的是，等到大豆收获后，狄纯利又将两万斤
大豆全都粉碎，腐熟发酵后又重新埋到地里。

坚持用大豆作为植物生长的肥料，是利
和庄园总经理狄纯利给定下的第一个标准。
在狄纯利看来，农业只有建立起农业标准化
的规程来，才能真正获得效益。

“大豆里面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可以做
氨基酸肥料使用，具有疏松土壤增加土壤通
透性、改良作物生长特性、增产的好处。”
狄纯利说，大豆粉虽然彻底杜绝了化肥的使
用，但也不是用得越多越好。

“黄瓜，一亩地只能用500斤大豆粉；甜
瓜，一亩地只能用300斤大豆粉，过多或过少
都会对植物的生长造成影响。”狄纯利说，
这都是慢慢摸索制定出的标准。

除了用大豆作为肥料外，坚持自然授粉
是狄纯利定下的第二个标准。

与草莓、甜瓜等作物不同，西红柿的授
粉不能依靠蜜蜂来完成，只能人工授粉。
“通过振动，让花粉自然飘落完成授粉，避免
了其他授粉方式中激素的使用。”狄纯利说，产
量可以降低，但是绿色食品的红线不能破。

人工授粉利和人也有自己的标准。“在
西红柿花盛开的当天花粉含量最高，而且必
须在上午8:00到10：00或下午3：00至5：00的时
间段里一次性完成授粉。”狄纯利说，不同的植
物，都制定了不同的授粉时间段。

利和庄园的果菜都比市场上的晚熟15—
20天，遵循植物的生长规律是狄纯利定下的
第三个标准。在狄纯利看来，任何水果都不
能使用催熟剂等产品，更不能因为市场的需
求而加速推向市场。

去年冬天，游客到利和庄园采摘番茄，
但却被告知没有了。其实，当时有两个大棚
的番茄也可以采摘。但是，因为大棚的温度
低，给番茄的品相和口感造成影响。员工们
建议，可以低价让市民采摘。但狄纯利品尝
后决定，全部拔掉。

如今，正是因为利和人对标准种植的坚
持，才让庄园里长出的果蔬找回了50年前的
老味道，得到了消费者认可。

标准化种植找回了50年前的老味道———

利和庄园的“一千零一夜”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鸿儒

伴着持续的晴好天气，“五一”劳动节
这天，位于莱芜市雪野旅游区大王庄镇的香
山田园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机采摘园迎
来采摘高峰。接近11点，果蔬采摘大棚里游
客摩肩接踵，他们采摘、试吃、合影留念。
游客们采摘完后，就来到不远处的生态餐厅
里就餐，桌位很快坐满。

老板谷伟祥不停地协调现场服务人员招
待客人，虽然忙，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能吸引这么多游客前来，感觉很欣慰。可
是，别看现在很顺利，这个生意曾是我的一
块心病。”谷伟祥说。

原来，谷伟祥在2012年用农业用地建起
的生态餐厅是土地政策不允许的。但是，他
认为那是一个有前景的商业模式。谷伟祥为
什么认可那条路呢？

谷伟祥最早是做高效农业的，如何让农
业也能挣大钱，一直是他所思索的。2011年
谷伟祥得到青岛农业大学的技术支持，果断
流转了100亩地建大棚种油桃。“没有过冬期，
果树不休眠，当年实现单树挂果30斤。搁过
去，两年后才挂果10余斤。”吸引了大量的游
客来游玩、采摘，客流量一天能达300人次。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有商机。”谷
伟祥注意到游客没有地方吃饭，此时大王庄
镇万人小区滨河嘉园也要筹建。2012年谷伟
祥在大棚旁建设了生态餐厅，于是问题就来
了。“后来才知道，农业用地不能开饭店，生态
餐厅面临拆迁。”但第二年，转机到了。

党的十八大后，国家对农业更加重视，
从2013年起国家便提倡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
制，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更是出台了政策，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允许利用一
定比例的土地开展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加
工流通等经营活动。谷伟祥的生态餐厅一下
子走在了政策的前面。

正是秉承对农业的热爱，凡事提前一
些，发展高效农业让谷伟祥在种油桃上尝到
了甜头；种油桃大受欢迎打开了市场，又让
谷伟祥看到生态餐厅的前景。有这样的“提
前量”，让谷伟祥步步都主动一些；有“政
策得失”的经验教训，让他更精研政策趋势。

2016年莱芜要建全域旅游示范市，谷伟
祥的民宿项目获得了市里40万元的奖励。原
来，随着采摘园知名度的提高，外地游客也
慕名前来，不少人希望能住下来，谷伟祥想
到做民宿。“当你开车来后，这里有98平方
米的民宿，可以自己钓鱼，自己采摘，自己
做饭，体验农家的田园风光。”谷伟祥的民
宿起步早，又符合发展全域旅游对民宿建设
的要求，得到了市里的鼓励。

谷伟祥共流转土地650余亩，发展了油桃
草莓采摘园，毛桃樱桃采摘园，自驾车民宿

营地，还有酱菜加工基地。当2017年中央一
号文件首次提出田园综合体的概念时，谷伟
祥又领先了政策“半步”，他集合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业态正是田园综合体的雏形。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国家对
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更大了，干农业一定有
前景。”如今，谷伟祥又迈开了新的步子，
他的第五个项目——— 有机蔬菜大棚正在筹建
中。“我要建设莱芜最大的韭菜大棚，全部
以有机标准种植，上市前经农药残留严格检
测。市场会印证我的决定的。”谷伟祥说。

谷伟祥做农业，每次都领先政策“半步”———

香山田园老板的提前量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朱 虹

“五一”小长假已结束，莱芜市莱城区
牛泉镇祥沟村的菊香苑火了一把。在3天时间
里，小园子迎来2000人次观光。5月5日，村
党支部书记徐继波向泰安的朋友屈焕程发出
邀请，希望对方有时间再来菊香苑游玩。

屈焕程是筹建安徽广印堂中药股份有限
公司泰安制药子公司的负责人。这家上市企
业主要以中药产业为支柱，是一家集科、工、
贸、产、学、研为一体的现代医药集团。

去年10月份，屈焕程应莱芜朋友邀请，
第一次来到菊香苑游玩就餐。他一到村里，
就被眼前的景色深深吸引。四面环山的祥沟
村，远离城市的喧嚣，没有工业的污染，空
气清新，鸟语花香。

此时，泰安子公司还在建设中，有意寻
找一处距离较近，生态条件好的小山岭作为
野生自有种植基地。

在朋友的引荐下，屈焕程主动找到了徐
继波，表达了想把这里打造成公司观光型中
药材野生种植示范基地的合作意向。

“成为广印堂的野生种植基地后，会有

更多人来我们村里参观考察，村里的名气更
大。关键是双方合作能带动村里发展起中药
材种植产业，让八成多村民参与菊花等中药
材种植，实现村民增收致富。”徐继波心动
不已。

偏远小山村的菊香苑博得上市企业青
睐，这看似意外的合作，其实并非偶然。

“菊香苑按原生态打造，是莱芜南部山
区独有的印记，每个景致都保持了原汁原味
的特色。”徐继波说。

去年初，祥沟村抓住莱城区重点打造南
部山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机会，从一片荒山野
岭中规划出了100亩地，建设菊香苑田园综合
体。因地制宜，原生态开发是徐继波建园的
初衷。

“我们园子里有400棵树龄超过百年的柿
子树和核桃树，它们是菊香苑的标签。”徐
继波指着园子里一棵棵老树说。优选了几棵
树形独特的老树，徐继波架起了树上小木
屋，吸引游客驻足喝茶聊天、休闲放松。

除了树上木屋，菊香苑里还有一片造型
奇异的青石阵。在打造这个景点的时候，村
两委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比较省工
夫，动用挖掘机把石头挖出来，腾出空地建儿

童体验区、农产品展销室等。另一种意见则是
保留这些石头，让它们成为园区的景观。

“我们这个园子树也好，石头也好，都
是特有的，别的地方看不到。”徐继波对村
“两委”成员说。最终，大家选择了费工夫
但尊重生态的第二个方案，用几十名劳动力
一点点地剥去土壤，刷出石头的本来面貌，
打造出了石头景观。

菊香苑规划设计完成后，莱城区请来省
级乡村规划设计师到菊香苑指导工作。对方
坦言，这里比自己设计得还好。

正是前期工作做得扎实，菊香苑最终吸
引到广印堂的注意。

4月23日到28日，徐继波作为莱城区推选
的优秀党支部书记，参加了莱芜市委组织部
在苏州举办的乡村振兴学习班。在与专家教
授的聊天中，他对菊香苑的发展有了更明确
的思路。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生
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必须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
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
一。”徐继波准备近期去广印堂一趟，就双
方合作细节进行协商。

精致的树屋，奇特的青石，吸引了游客，促成了一个特色产业———

原生态引来上市公司

5月12日，在利和庄园的西红柿大棚
里，工作人员正在为西红柿授粉。

在乡村振兴战略里，田园综合体是一个
新概念。截至目前，莱芜市先后3批认定了市
级田园综合体146家，实现综合经济收入6亿
多元，亩均收入1 . 8万多元，正在成为加快培
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抓手。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设好
田园综合体，积极探索农村生产、生活、生
态“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
的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能够形成产业
兴、农民富、生态优、环境美的多赢局面。

通过采访，我们选取了莱芜市田园综合
体建设过程中比较好的4个典型，通过讲述
《田园“瘦身” 村民变富》《利和庄园的
“一千零一夜”》《香山田园老板的提前量》

《原生态引来上市公司》4个故事，分别从立足
实际，带动村民致富；标准种植，找回以前的
老味道；综合业态，发展高效农业；生态建
设，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等不同方面，反映
出莱芜市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上，以发展田
园综合体为载体和抓手，探索具有莱芜特点
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和路径。

■核心提示

建好新时代下

的田园综合体
□ 于向阳

田园综合体建设篇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报道
本报莱芜讯 5月6日，在2018海峡两岸(山东)

创业创富项目博览会上，莱芜万邦食品有限公司凭
“大南山”牌山楂干品种获优秀创业创富品牌项目
企业荣誉称号。

万邦食品率先在全国制定山楂干企业标准，以
特色山楂干、山楂饮品、山楂零食为主导，经严格
的原料验收、清洗、切片、挑选、烘干、分拣、内
包装、外包装、出厂检验等加工环节，打造出绿色
安全山楂系列制品。其中“大南山”牌山楂干被认
定为第二批“山东省知名农产品企业品牌”。

万邦食品获优秀创业

创富品牌项目企业称号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报道
本报莱芜讯 5月7日，在莱芜市人民医院住院

办理处，原本要排队办理入院或者出院的长队伍不
见了，而是实现了在护士站即可办理患者入院登记
和出院结算。这一业务被称为“基于非现金支付与
新医保结算平台的护士站办理患者入院登记和出院
结算业务”，并入选百强数字化医院成果展。

该院通过对院内医保结算平台全面升级，将全
院内网终端与市人社医保系统互联互通，实现以微
信、支付宝、银联卡、社保卡等非现金支付方式，
将医院传统的住院处业务移到了病区护士站，由护
理人员直接在护士站就可为患者办理入院登记和无
现金出院结算，极大地优化、简化了服务流程，受
到患者广泛好评。

莱芜市人民医院入选

百强数字化医院成果展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报道
本报莱芜讯 在5月10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公示的2018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汇演参演作品名单
里，莱芜梆子小戏《梅花炒鸡浆豆腐》成功入选。

该剧曾获2014“中国腔·中国梦”全国小戏精
品展演奖，华东六省一市现代地方小戏大赛银奖；
参加山东省群众文艺新创作汇演，入围全国第十七
届“群星奖”候选剧目，2016年入选山东省舞台艺
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

一莱芜梆子小戏入选

全国基层院团戏曲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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