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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黄 颖 莫海燕

5月5日，适逢立夏。明媚的阳光下，水稻
机械发出的嗡嗡响声，响彻田野。

当天一早，东营区龙居镇十三图村党支部
书记张东亮便骑车跑到了村里的田间地头，指
挥当前正在开展的水稻播种。

这个村的土地原来分散在农民手中，生产
水平低，农民收入也少。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
农村，这导致农村农业生产劳动力年龄偏大，
知识水平低，种养殖能力不强，收益很难得到
保障。通过村里统一牵头进行土地流转，不但
解放了剩余劳动力，还大大提高了村民们的收
益。

今年这个村里流转了2000亩土地，全部用
来种植高标准水稻，实现了规模化经营。

村民张文彬掐着指头，算了一笔集约化种
植的账。土地流转给农场，一亩地一年600
元，而且在这里打工，一天能挣150元，生活
也比以前好了很多。而在以前，家里的这5亩
地，光刨除浇水施肥的成本，一年也就收入
2000多元。

大规模种植高标准水稻的不仅仅是十三图
村。东营区龙居镇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加快农业新旧动能转换，引入了连片水
稻规模化种植项目，在十三图村、三里村、曹
店村等19个村庄联合发展了14000亩优质水稻种
植，向土地要收益，让农民得利益。

负责连片水稻规模化种植项目的企业负责
人张经理告诉记者，今年，为了管理这片水
稻，企业专门从附近村里招了经验丰富的50余
名村民为管理员，并制订对农民管理水平和专

业技能的培训计划,教会他们新的除虫技巧和耕
种技术 ,不仅大大提高了产量 ,也为农民日后的
耕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东营区，龙居镇的做法并非个例。今年
以来，东营区立足城郊农业特点，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
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农业项目
是支撑。东营区坚持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现
代农业，围绕蔬菜、花卉、水产养殖等重点产
业，抓好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推动生产环节向
智能化、集约化、高效化转变，同时不断发展

标准化农业，引导企业和农户走标准化种植、
生产和经营的道路，建立健全农产品从种养到
收获全过程的生产记录，提高农产品质量安
全。统计数据显示，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的推
进，东营区省、市级标准化蔬菜基地当前已经
达到5家和3家，国家、省级规模养殖场分别达
到2家和7家，标准化蔬菜基地、无公害水产品
基地达到7 . 9万亩。

为激发现代农业新活力，东营区着力培养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进一批现代农业发展
示范园建设，打造农旅结合的田园综合体，进
一步培育农业经济增长点。当前，东营区推动
“黄河入海 最美景屋”项目建设，打造了集

现代生态农业、休闲文旅、田园社区、爱国科
普教育基地于一体的“最美乡村”典范；广利
港度假区建设则着眼于集渔业体验、观光美
食、休闲垂钓、海上运动等于一体的滨海休闲
新区；并通过提升龙居生态林场，抓住220国
道西延重大机遇，建设一批黄河风情民宿，形
成主题多元、特色鲜明的农业休闲旅游业态
等。接地气有气力的举措，也换来了东营区现
代农业发展的春天，据统计，全区农业龙头企
业目前已发展到99家，今年一季度产值达到6
. 9亿元，同比增长6 . 1%，在建、已建成的现
代农业园区达到49个，累计完成投资24 . 62亿
元，面积达到16 . 7万亩。

□记者 王晶
通讯员 王倩 徐莉莉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五一”小长假期间，河口

区新户镇肥城村生态家、果园居民宿，让来自
青岛的游客姜女士流连忘返。

姜女士一行带着孩子一共是5个家庭，他
们摘香椿、挖野菜，孩子们做游戏，然后自己
烤肉吃，玩得不亦乐乎。

与往年村落的“萧条”所不同的是，今年
“五一”小长假，新户镇吸引了大量来自河
北、北京、济南、滨州市等周边地区的游客，
田园风光给城市居民带来了独特体验。

像姜女士一样，外地游客多以家庭组团形

式，到民宿体验种植采摘劳动、吃农家饭、自
助烧烤。时间自由、行程可支配，跟堵在大景
点相比，适合小长假的乡村旅游成为旅游新风
尚。

新户镇旅游的火爆，得益于河口区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结出的硕果。这个区先后培育了
孤岛、仙河、新户、义和4个山东省旅游强镇
和孤岛槐树林温泉旅游区、河口鸣翠湖湿地风
景区两个国家3A级景区，11个省级农业旅游示
范点、2个工业旅游示范点、5个省旅游特色
村、6个三星级农家乐、6个省级精品采摘园，
促进了全区乡村旅游业发展。

玩了几天，来自济南的王振斌先生在新户

镇生态家现代农场民宿从下午三点一直睡到了
晚上七点多。“这里的民宿既安静又舒服，好
久没有睡过这么安稳的觉了。”

河口区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和农民通过开办
农家乐、经营民宿、出售农副土特产品、进行
接待服务、参与经营入股分红等方式，引导农
民从从事较低附加值的农业转向从事中高附加
值的服务业，为农业结构调整、农民持续增收
开辟了一条新路。

据了解，自全域旅游实施以来，河口区将
旅游业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促进旅游业
与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业“一业牵四
化”，实现旅游业与新型工业化、服务业现代

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将旅游业
培育成为优势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支柱产业，实
现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率不断提高。

同时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旅游业成
为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渠道，使具备条件
的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通过发展乡村旅
游业实现脱贫致富。

原生态、无添加的美食也是吸引游客前来
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少居民利用自家设施来为
游客制作各式各样的原生态美食。来自北京的
平先生边品尝美食边满足地说：“烤羊排、炖
笨鸡、槐花饼……这里不仅环境好，吃的东西
又生态又健康！”

□通讯员 王丹琪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东营市垦利区兴隆街道联合
各村（居），在后李村、渔洼村、同兴社区，
利用篮球赛、舞蹈比赛、卡拉OK大赛、吕剧
表演等特色节目，把禁毒元素和内容融入其
中，让禁毒工作渗透到广场舞、篮球比赛和吕
剧迷的心里去，让“全民动手，共除毒害”的
生活理念在一系列喜闻乐见的乡村活动中展现
出来。

在禁毒工作上，他们除了加强对非法种植
毒品原植物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外，街道
党工委也抽调了精干力量，采取多警联动、合

成侦查模式，深挖细查、紧盯不放，坚决摧毁
毒品种植、加工、销售链条。兴隆街道综治办
主任宋国宝告诉记者，当前，禁毒工作在兴隆
街道上下刮起了一股持久的龙卷风，各站所都
拧成了一根绳。

为实现禁毒宣传无缝对接，兴隆街道利用
各村居广播，每周至少播放两次禁毒法律知
识；在每个社区、村居至少设置1处禁毒宣传
栏、3处禁毒标语；在辖区广场等显著位置，
至少建成10处以上禁毒宣传角；组织辖区社区
（村居）支部书记、主任、企业负责人开展1
次禁毒知识集中培训；在幼儿园组织开展一次
“禁毒教育一堂课”活动。

组织得力，行动才有力。兴隆街道各责任
领导、网格员根据各自职责分工每半月在责任
片区至少组织一次全面踏查清理，踏查过程
中，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清理，特别是
对以往有毒史的社区、村居、辖区“四闲”院
落进行重点排查，确保不留死角。严格落实踏
查责任制，实行“谁检查、谁签字、谁负
责”，做好登记建档工作，留存好影像资料，
真正把责任压实。此外，各相关局室（中
心）、站所和网格领导、网格员对“天目”铲
毒战役行动做好总结，由综治办牵头推动建立
健全长效、常态工作机制，将典型经验及时上
报推广，将暴露的问题及时整改，对工作措施

有力、成效显著的予以通报表扬，对组织不
力、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严肃通报批评；对因工
作不落实、措施不到位，导致非法种植问题出
现大面积反弹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日前，兴隆街道组织开展了“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的主题宣传活动。宣传人员通过设
点发放禁毒宣传资料、LED播放禁毒宣传片、
展出毒品仿真样品，向居民认真讲解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和《戒毒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使广大居民认清毒品对个人、家庭、
社会的危害，了解如何识别毒品、拒绝毒品等
方面的知识，引导辖区居民提高识毒、防毒、
拒毒意识，增强抵御毒品的能力。

□ 本报记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彭 华 马路遥

恒业绿洲家庭农场水稻育秧大棚里10多名
工人正在忙碌着，运土、摆盘、查看秧苗……
32亩的大棚里，空气中正喷洒着细小水雾，12
万盘秧苗已然展露新绿。

“再过几天，等这些秧苗长到12公分，我
们便全部用插秧机进行插秧，农场里1500亩稻
田全是一片翠绿。”恒业绿洲家庭农场负责人
孙波喜形于色。然而，在2014年以前，这里有
的只是分散凌乱种植的棉花，土地过碱、加之
内涝，导致不少农田已经闲置抛荒。

恒业绿洲家庭农场位于利津县陈庄镇堐西
村南部，紧邻黄河大坝。堐西村以前是典型的
传统农业村，多种植棉花、玉米等传统经济作
物，小农经济的“单打独斗”导致土地产出率
低；村里的大部分劳动力都在外务工，种地的
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是土地经营权流转、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的
现代农业，让土地变荒为宝。

孙波是堐西村的村民，一直在外经营农
资，每次回家看到村里的土地得不到充分利
用，加上村里有流转土地的意愿，便承包了堐
西村1000多亩和三合村的200多亩土地，于2014
年1月注册成立了恒业绿洲家庭农场。

整平土地、配套沟渠，孙波几乎整天泡在
农田里，田地上到处是拖拉机、挖掘机的轰鸣
声。附近的村民闻声经常过来看看，但大多数
村民不知道他在干啥，知道的也不相信能在这
里种上水稻，办成家庭农场。

在村民的好奇和观望中，孙波带着员工在
大田里开始育秧，由于第一年土地刚完成整
平，机械不能使用，孙波便从江苏雇了60多个
妇女，进行手工插秧。第一年，1500亩水稻喜
获丰收，亩产1400斤，纯收入达到84万元。

从2014年的1500亩水稻种植，到现如今的
1500亩水稻基地、3500亩青贮玉米基地、35亩

的工厂化育秧大棚，32亩的蔬菜种植大棚，48
亩的水产养殖，40亩的“稻甲同种”……四年
的时间，推动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的土地
发展新模式，让千亩传统农田焕发出了新的活
力。恒业绿洲家庭农场的设立，也改变了当地
村民的生活，农场流转土地后，除了支付给村
民承包费，还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就业
机会，带动周边村庄转变发展模式。

在恒业绿洲家庭农场打工的吴奎堂，现在
的收入比土地流转前翻了好几倍。他家的四亩
地，由于太碱，只能种植棉花。一亩地亩产
300斤，除去种子、农药、犁地等费用，赚不
了几个钱，还花费太多功夫。而现在，他把地
流转给恒业绿洲家庭农场，每年租金1200元。
他又成为基地员工，年收入4万多元。

看到土地流转带来的活力，2015年，堐西
村村“两委”商议，将村内现有的780亩农田
全部进行土地流转，由村“两委”统一种植、
管理和出售，去除种植成本，将收入按亩数全

部分发到户。2015年当年，村民们没有种地，
却收到了每亩地800元的“收入”。在堐西村
村民看来，土地流转带来的好处并不仅仅是每
年轻松获得的“种植收入”，更大的好处是年
轻人可以放心外出打工，老人可以在家安度晚
年。目前，该村6000亩土地已全部实现流转，
人均年收入增加了2000元以上。

陈庄镇把土地流转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
措来抓，不断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规范土
地流转秩序，探索出了转让、出租、置换、转
包、转租等模式转“活”土地。目前，该镇共
流转土地面积8万亩以上，成立农民专业合作
社91个，家庭农场75个，土地亩均效益实现翻
番，农民增收2-3倍。

“下一步，将建设大米加工厂，对水稻进
行深加工，推动‘一二三产业’相融合，同时
打造集‘吃、喝、玩、购’于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孙波对未来充满信心。

□李明 薄纯民 报道
5月10日上午，在利津县

汀罗镇汀河三村果蔬大棚
里，村民陈日英（右）正在
自己的瓜棚里收获熟透的甜
瓜，然后装车运往城里销
售。

陈日英说，去年，通过
农村巾帼创业工程贴息贷
款，不用抵押就从银行里贷
出了20万元钱，而且手续简
便，放款快，然后，她再把
自己家里的积蓄拿出来，一
下子就扩建了4个大棚。

土地流转让闲置农田变废为宝

乡村文体活动凸显禁毒宣传

田园风光吸引市民体验

优化产业布局 农业提档升级

19村庄连片种植优质水稻
◆东营区坚持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发

展现代农业，围绕蔬菜、花卉、水产养

殖等重点产业，抓好一批重点项目建

设，推动生产环节向智能化、集约化、

高效化转变，同时不断发展标准化农

业，引导企业和农户走标准化种植、生

产和经营的道路。

贴息贷款

助创业

□ 本报通讯员 王聪聪
本本 报报 记记 者者 李广寅

“是党的好政策，让我过上了好日子。”
盖九仁逢人便说，满满的都是感激。

盖九仁曾是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王沙村的贫
困户，妻子早年因病去世，自己因为腿部残疾不
能干重活，生活压力巨大。转机出现在2015年，
盖九仁被列为王沙村贫困户后，镇上不但出资帮
他新盖了房子，而且还聘用他为村里的保洁员，
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收入。解决了吃喝问题的同
时，住房问题也解决了。

“修房有补贴，上学有补助，看病能报销”
这两年，郝家镇10余户贫困户在接踵而来的精准
扶贫好政策的帮扶下，摘了“穷帽子”，过上了
好日子，喜悦之情发自肺腑。

今年，郝家镇继续提升民生水平，集中力量
抓好总投资1 . 62亿元的为民办实事工程，突出共
建共享，在增进民生福祉上精准发力，让发展成
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

为全力保障群众文化需求，全镇积极创建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加快推进八里文化
大院及乡村剧场、黄店村红色纪念博物馆、北张
村乡村博物馆及民宿建设，实施郝孟园提升工
程，深入开展群众文化“六进”暨“村村唱戏村
村舞”活动，在全区率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开展
公共文化免费培训，开设5个班次，培训120余
人，深入开展文化进企业活动，全力丰富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

在建设美丽乡村上，该镇投资3330万元实施
了美盛路、安园路、元盛路等11条道路新建及绿
化亮化提升工程、天然气村村通、生活污水处
理、道路安保、“四好公路”等惠民工程建设，
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打造前岳、八里等4个
乡村文明典型示范村，实施西部和西南两个精品
示范片区提升工程，加快推进旱厕改造项目进
程、拆违治乱、畜禽退养、养殖区污染改造、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加快棚户区改造、进行农村土
旧房屋整治试点等工程任务。同时，该镇积极完
善医疗保险服务保障体系，积极组织开展老年人
免费查体、残疾人精准康复试点及城乡养老保
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工作，为70周岁以上非
离退休老年人发放生活救助金127万余元；筑牢
“两不愁、三保障”防线底线，坚持专项扶贫、
行业扶贫、就业扶贫、社会扶贫“四措并举”，
全力开创扶贫工作新局面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全
部稳定脱贫。

投资1 . 62亿元
办民生实事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王颖芳 报道
本报东营讯 5月10日一大早，潘义文带着

一帮人，在街道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的活动室
里，创作排练东营区2018年“我们的中国梦·进
千村乐万家”文化惠民巡演活动要表演的节目。
在这里，东营区胜园街道文化站为他们安排了活
动室，还有音响、乐器等各种器材。

科苑阳光艺术团目前已有团员100余人，团
长潘义文在社区居民中是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在
社区，只要提到潘义文，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
小到捡垃圾，大到组建艺术团，凡是有需要她的
地方都能看到她那熟悉的身影，她也被居民亲切
地称为“社区的热心大姐”。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越来越多的群众
对跳舞产生了兴趣，察觉到这一点的潘义文主动
请缨要帮社区居民们日常生活添点彩。于是，
2012年，潘义文带头成立了科苑阳光艺术团，凭
着一股热情和执着的精神，她充分利用街道文化
站和社区服务中心等设施，精心设计群众喜闻乐
见、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不断充实内容、改进
形式，创作了小品《要彩礼》、舞蹈《阳光路
上》、快板《移风易俗新风尚》等既弘扬了文明
风气，又达到了群众喜闻乐见目的的优秀作品。

潘义文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动居民参与文化生
活的积极性，与多年来街道营造的浓厚文化氛围
有关。

近年来，胜园街道结合街道实际及群众所需
所求，着力加强农村群众文化建设，壮大文化骨
干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文艺骨干团队的传播作
用、带动作用，使农村文化工作取得蓬勃发展。
目前，辖区民间艺术团、秧歌队、锣鼓队等各类
文化队伍日益壮大，呈现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
鸣”的新气象。

街道文化站还通过走访摸排，动员和挖掘了
一批像潘义文一样具有文艺特长、热衷文化活动
的民间艺人、退休教师、老党员、老干部等文艺
人才，组建了一支支活跃的文艺骨干队伍，先后
有南田社区、科苑社区、西现河村等多个村居注
册成立了农民艺术团，艺术团紧贴群众生产生活
开展了一系列文艺活动培训、传播与创作，如秧
歌舞、健身操、锣鼓、戏曲等，推动了基层文化
活动的开展，同时也对其他村居和居民起到了模
范带头作用，丰富了辖区群众的日常精神文化生
活。

团队引领基层文化
百花齐放

□刘健阳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我原先在村子里种地，参与

了妇联开展的培训活动后，家政公司推荐我去市
人民医院干母婴护理，现在每月收入有7000多
元！”参训人员杨国花高兴地说。

杨国花所参与的培训活动是垦利区妇联近期
开展的巾帼家政服务培训工程的一部分。据悉，
巾帼家政服务培训工程是垦利区妇联和向日葵家
政合作开展的项目，旨在帮助贫困妇女、残疾妇
女以及各镇街禁养区原从事畜禽养殖的妇女拓展
就业领域和渠道，增加经济收入。截至目前，垦
利区妇联投入资金近10万元，开展了五期巾帼家
政服务培训工程，200余名妇女从中受益。

垦利家政服务培训
助力精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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