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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毛鑫鑫 徐超超
本报通讯员 陈 颖

“欢迎你们有时间再来南沙井游玩，我在
前边给大家带路，桥西村的农家有机蔬菜非常
好，祝大家在那儿也玩得开心。”近日，记者
走进淄博市博山区石马镇南沙井村，第一书记
边树政正准备把在本村游玩结束的一大巴车客
人带到隔壁村去采摘。他认为，一个村的资源
是有限的，只有联动发展才能把乡村旅游做红
火。

长1200余米的彩绘一条街展示着200余幅动
漫、孝老爱亲等主题的漫画作品；九曲淄河拦
河做坝，游客可以在水中划竹筏、体验江南水
乡的乐趣；动物体验园中有四川茶马、孔雀、
鸵鸟、鸽子等10余种动物，游客可以与它们亲
密接触……眼前所见，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经
是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的偏僻小山村。

去年7月，淄博市委政研室选派驻南沙井
村第一书记边树政到村时，村委会办公室连张
打印纸都没有，村里农产品几乎卖不出去，村
民收入微薄。“当时，村民们出去都不好意思
说自己是南沙井村的。”边树政说，前几年村
里也想发展农家乐，但因为相关基础设施不配
套和宣传力度不够，基本没人来。

“只有村集体经济壮大了，村民才能富起
来。”边树政一直在探索帮助南沙井村脱贫致
富的路子。这里自然环境优越，怎么立足山水
做文章？边树政决定把乡村旅游作为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的首要渠道。如何吸引游客？这是一
道难题。

“我当时心里也没底，就想能不能先组织
几批客人来，在村里看看景，到农家乐吃吃
饭，增加点收入。”边树政说，他接连登门拜
访了张店、临淄、淄川等区县山东国旅、山水
国旅、中青旅等近百家旅行社，新华保险、华
夏保险、平安保险等十余家保险公司，春晖教
育、华阳教育等多家教育培训机构，与他们达
成了到村旅游协议。

去年8月25日，南沙井村迎来了第一批游
客。华夏保险张店分支机构组织了近80人到村
里游玩，之后他们赞不绝口，在网上晒起了这
个美丽的乡村。

这让南沙井村尝到了甜头、找到了突破
口。济南、潍坊、滨州、莱芜等市的游客纷纷
慕名前来，“我们还接待过来自江苏的游客，
他们听说了南沙井，专门找了过来，在我们这
儿玩完就回去了。”边树政说。

据介绍，截至去年11月底，南沙井村共接
待了5000余人，人均消费50元左右，村集体收
入短短几个月达到10万元。边树政说：“有了
这些收入，一方面给村民发福利，改善他们的
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也投入到新的项目
建设中去，不断提升乡村魅力，吸引更多的游
客。”

“哐、哐、哐……”从南沙井村南面的南
坪山上传来施工的声音。边树政说，石城西
路、停车场正在修建。以前到南坪山上看石屋
寨墙、红叶需要爬40多分钟，这条路修建好以

后，开车不用10分钟就能到。另外，村里建好
了几处精品民宿，基本配套设施完善以后就可
以投入使用，能容纳50余人。下一步，村民不
住的旧宅院也会被装修，满足更多游客的住宿
需求。

“我们的发展条件越来越好，今年争取吸
引游客2万至3万人，村集体收入能达到30万
元。再慢慢发展下去，我们就会找专业的公司
来运营，到时候村民就有分红了！”边树政信
心满满。

乡村旅游的发展带动村民就业、增加村民
收入。在动物体验园，61岁的村民苏雷泽正在
给兔子添食料。干了30年建筑工人的他在几年
前回到家，“年龄大了，能干的活不多，就回
来种点地。没想到还能有这么个工作，一个月
能拿2000多元，还不累。”苏雷泽说。

“边书记，我做的烟斗您给卖出去了
吗？”村民苏锡锋用三轮车拉着一车废弃的枯
树根头往家走。据了解，苏锡锋会简单的根雕
手艺，但是没有销售的渠道，边树政就在自己
的微信朋友圈里做起了生意。“边书记经常带
人给家里送油、米、面，家里老人过生日还给
送蛋糕。”苏锡锋说。

在石马镇，盆泉村、南沙井村、西沙井
村、北沙井村曾被称为“一盘散沙”。而如
今，它们成为了“一泉三景”。现在，村民们
直起了腰板、拍着胸脯说：“我是南沙井村
人！”

□ 本 报 记 者 李轶群
本报通讯员 赵 雁

4月份的淄博，山茱萸花期刚至，沣亿农场
种植园区内已经有山茱萸开出了一簇簇淡黄色
的小花。据淄博沣亿农场副总经理昃继武说：
“这些山茱萸已经种了5年，终于开花了，年内
就有希望结果，再过几年，就可以进入旺产
季。届时园区内的8000棵山茱萸，仅仅作为原
材料出售就可以提供每年1000万元的收益。”

早在沣亿农场建场之初，就摒弃了种植传
统农作物的思路，决定种植中草药山茱萸。昃
继武说：“山茱萸这种作物，种植5年以内基
本不会有收获。虽然经济价值高，但挂果时间
太长，投资后回笼资金慢。”

他表示，这种问题不仅存在于山茱萸上，
这是很多经济作物的共性特点。很多地区土地
流转后的规模化经营都会选择种植高附加值的
经济作物，但由于对作物收获期的估计过于乐
观，投入的资金不能及时回笼，往往会造成很
大的损失。

对此，沣亿农场采取了以短养长、以辅养

主的策略，通过种植一系列生长周期短，回报
速度快，投资数额小的作物来盘活资金运转。
在山茱萸植株的生长空隙，穿插种植了食用玫
瑰，并且引进了一条玫瑰产品的生产线。昃继
武介绍，玫瑰种植产业当年就取得了效益，
2014年至2016年，沣亿农场仅玫瑰花酱、玫瑰
花茶等玫瑰花系列产品就累计实现总产值800
余万元。生产线上所生产的玫瑰精油、玫瑰纯
露更是填补了淄博的产业空白。

农场还通过间作、轮作、套作等方式，在
林下、道边种植了土豆、地瓜、山药、圆葱、
韭菜、瓜类等经济作物，形成了一地多用、多

点开花的种植模式。目前，农场年产蔬菜几十
万斤，除了供游客即兴采摘外，部分产品已经
进入本地市场。

昃继武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通过发展立体
种植，农场仅仅用400余亩的土地空间，就种植
了山茱萸260余亩、食用玫瑰260余亩、猕猴桃60
余亩、农作物良种基地120余亩，加起来，足足发
挥出了800亩土地的作用，还为畜禽养殖和休
闲娱乐等腾出了专门空间，使农场土地、空
间、时差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实现了从亩
产千元到3万余元的跨越，形成了农业生态循
环产业链，最大化地发挥了土地的价值效益。

□记 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张厚礼 赵晓凡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我们现在已经在网上做
了大量的预售，瓜果即将上市，早就有很多
老顾客咨询我们，箱子、快递、包装都已经
分门别类准备好了，就等瓜熟蒂落第一时间
送到顾客手上。”5月10日，博山区石马镇
农业产业园佰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光
蕊对记者说。

当前，我国农业创新不断迸发活力，农
业产业化正处在升级换代之中，石马镇依托
五阳湖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探索新的生
产方式、经营方式、经营模式，推进产业融
合，把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画出农
业“新六产”新图景。把“体育＋”“旅游
＋”“电商＋”有机融合，不断拉伸产业链
条，拓宽产业辐射圈，以获得更多的增加

值，产生“1＋2＋3”大于“6”的效益。
石马镇依托五阳湖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

设，做优“新六产”发展载体。该镇高标准
配套体育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具有创业创新、公共服务、
商贸信息、文化展示、旅游信息咨询、产品
交易和信息管理等功能的综合服务平台；同
时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发展乡村旅游、
文化体验等，实现一村一景，把环境优势变
为经济优势，既让城里人有休闲娱乐的去
处，又让农民有稳定的增收渠道，逐步形成
了“游、动、住、商”于一体的产业发展模
式。

石马镇按照“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
要求，推动现代农业向特、精、强方向发
展。先后建成葡萄、桑葚、黄桃、食用菌、
花椒等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严格产品从种

植前到上市过程的监管，立足品牌优势，做
强特色优势农产品。同时，将高端瓜果、有
机蔬菜、采摘、生态旅游、传统村落、精品
民宿等基地串联起来，发展田园农业游、民
俗风情游、观光采摘游等业态，积极拓展农
业多种功能，推进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乡村
旅游、电子商务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全产
业链发展模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
业发展的“接二连三”，全面提升农业产业
的发展速度、质量、效益。

“互联网＋”代表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新
方向、新趋势，也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供
了新路径、新方法。石马镇依托电商孵化平
台，走“互联网＋”现代农业之路，集聚舜
耕农业、益君农业、佰润农业、金色五阳
（黄桃）、锦绣丝业、南沙井特色种植、盆
泉猕猴桃、响泉盆景及特色种植等农业企

业、合作社，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
联等现代信息技术，打造“石马物语”品
牌，持续扩大农村电商覆盖面；加快与快递
企业、农村物流网络、微商平台、淘宝平台
等媒介的共享衔接，构建依托互联网的新型
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提高了农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
型。

目前，石马镇的农业正蓬勃发展，合作
社、企业家都干劲十足。下一步，石马镇将
继续推进“新六产”农业特色乡镇建设，推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切实抓
好乡村振兴和扶贫开发工作，推动农业全面
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保护
自己的农业品牌，以期实现农业与休闲旅
游、教育文化、健康养生等领域的深度融
合，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张营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9日，记者从淄博市张店区

违法建设治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自4月3
日全区城市建成区住宅小区违法建设集中治理行
动动员会召开后，各镇办先后召开了专项行动动
员会议，截至目前，全区共排查住宅小区违建
3718处，共137414 . 9平方米，已拆除312处、
47647 . 7平方米，拆除占比34 . 67%。

对梳理出的部分点源违法建设，张店区各镇
办迅速推进，其中4月5日，科苑街办开展了黄金
国际楼顶违建拆除工作；马尚镇继续督促合家亲
妈妈菜违建自拆工作；和平街办拆除家富富侨楼
顶违建；车站办继续开展红星茶城楼顶已控存量
违建拆除工作。各镇街办分类施策，措施得力，
积极稳妥地推进住宅小区违建治理工作。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陈俊杰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记者5月9日从淄博市淄川区了

解到，该区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优化服务方
面的优势，通过推动政务服务网络向镇村两级延
伸，全面构建区、镇、村三级政务服务网络体
系，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消除服务群众梗阻。

构建区、镇、村三级政务服务网络体系，推
动政务服务网络向镇、村两级延伸，完成区政务服
务中心网络系统扩容改造；梳理镇级便民服务事
项200余项，明确了事项名称、实施主体、设立依
据、承诺时限、办理流程等要素信息；按照“六统
一”的标准对13个镇级便民服务中心进行了实体
大厅功能完善升级；整合村民事务干部代办资源，
按照“五级联动”要求实现全区470个村居便民服
务代办点全覆盖；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
区、镇、村三级政务服务队伍中开展“大学习、大调
研、大改进”，营造为群众服务的软环境。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5日，淄博市博山经济开发

区域城镇“四德·乡贤”书画笔会在平堵沟社区
文化广场举行。铺书、磨墨、润笔、下笔，“弘
扬乡贤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做文明人，创文明
村”“宁静致远，博雅达观”……一幅幅或遒劲有
力、或飘逸洒脱的作品在书画家们的妙笔下熠熠
生辉。此次活动邀请淄博市小楷书法家协会的书
法家们，用翰墨丹青书写四德精神、乡贤文化。

据了解，域城镇还将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的乡贤文化交流活动，积极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
用乡贤文化涵养乡风文明、提振乡村精神面貌，让
乡贤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记 者 程芃芃
通讯员 于 峰 李 晶 报道

本报高青讯 5月10日，记者从高青县编办
获悉，该县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工作取得
了明显成效。

医院发展更具活力。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后，
政府、主管部门、医院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医院运行更加规范。管理方式更加科
学。按照“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搭配领
导班子，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建立起以决策
层、管理层和监督层为主要框架的现代医院法人
治理结构。县医院自主选聘医疗专业技术人员26
名。公益属性更加突出。通过理事会、监事会各
方人才的引进，扩大了公众参与决策和监督，促
使医院提高公益服务质量和效率，实现社会公益
目标最大化。县妇保院成立客服部，为患者提供
全程无间隙服务，2017年度第三方满意度调查获
得满分。

淄川区：

优化政务服务

消除群众办事梗阻

张店区：

拆除住宅小区违建

47647 . 7平方米

高青县：

公立医院法人治理

结构建设取得实效

博山经开区域城镇：

笔墨香中弘乡贤

丹青韵里扬四德

沣亿农场立体种植模式形成农业生态循环产业链———

亩产值，从千元到三万元

博山区石马镇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产业改革增活力 “新六产”蹚出新路子

昔日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如今村民挺起腰杆，第一书记边树政———

提升村民就业增收幸福感

▲边树政（左）接受记者采访。

□记 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吴宁宁 许 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10日，记者从淄博市博山
区山头街道办事处获悉，街道创新行政调解工作
模式，将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结合，
形成大调解化纠纷格局。年初至今，街道已通过
行政调解调处矛盾纠纷20余起。

街道优化调解结构，“大”格局化解“小”
纠纷，从创新行政调解组织结构入手，坚持把妥
善处理矛盾纠纷作为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
作。街道在微信公众号、微博客户端开设行政调
解专栏，定期发布行政调解动态，设立网上调解
申请模块，引导群众通过行政调解解决矛盾纠
纷。通过行政调解与法制宣传“双结合”的方
式，在社区超市、文化广场等群众娱乐活动场地
设立行政调解宣传站，为群众解答法律疑惑。街道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确保案件到人、责任到人。

博山区山头街道：

创新行政调解模式

化解纠纷

□记者 刘 磊
通讯员 许冬梅 报道
5月8日，山东省鲁中强

制隔离戒毒所“临淄区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指导站”在临
淄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揭
牌。

据了解，此次山东省鲁
中强制隔离戒毒所与淄博市
临淄区司法局签订《临淄区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指导站合
作意向书》及《服务振兴乡村
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建立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指导站，双
方将以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指
导站为依托，整合职能，为乡
村振兴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
法律服务，对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人员进行后续照管、指
导等工作。图为戒毒所民警
走进社区进行禁毒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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