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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德琬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张美荣 谷 顼

5月16日，走进兖州区新兖镇牛屯村李
爱双家的小院，一进门就看到“手工打造，
农家石磨，高端养生；绿色健康，源自基
地，绿色种植”的绿色标语。墙上宣传画上
的“Q7一等”品牌标志格外醒目。占地200
余平方米的院落，俨然已成为一个小型的食
品加工厂。

“刚刚广东的客户要了10箱精选高筋
粉，通过物流配送。”济宁菜到家食品有限
公司的负责人李爱双正忙着装货。她介绍，
该公司依托自己流转的土地，生产加工的石
磨面粉已注册“Q7一等”商标，目前供不应
求，销往全国各地。

“将小麦从自家地里收获回来，磨成面
粉：一方面将石磨面粉做成精包装、小包装
进行销售，另一方面用石磨面粉制成手工煎
饼、馒头、蔬菜面条等，打造无公害品牌，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微信、微店、微商
城等销售。”李爱双说，这些过程给她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经历了4年
的摸索过程。

2014年9月，原本经营饭店的李爱双以每
亩1000元租金，在牛屯村流转了150亩土地，
开始种植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由于租金
高、人工贵，再加上当年玉米价格下滑，每
亩地收入仅三四百元。

“单纯的农业种植投入大、人工成本
高，感觉种植粮食利润低、风险大。”李爱
双说，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迫在眉睫。从2015
年9月，她开始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建大棚
和陆地栽培方式，尝试种植胡萝卜、油麦、
西红柿、山药等，琢磨通过电商卖绿色无公
害蔬菜。“9月份成立了济宁菜到家食品有
限公司，建立了绿色健康菜到家微信平台，
成立了菜到家配送中心。”随后一系列问题
出现了：蔬菜不好保鲜、年轻人几乎不买
菜，很多中老年人接触不了电商、市场销量
少……

“怎样把农业变成挣钱的产业？”成为
摆在李爱双面前的难题。2016年，兖州区组
织新型职业农民到潍坊参观学习，她第一次
接触到了石磨面粉。李爱双说，通过学习她
增长了见识，产生了加工生产石磨面粉的念
头。

民以食为天，生产健康、安全、原生态

的放心农产品成为李爱双的新目标。2017年6
月，李爱双以7000元的价格找厂家定做了一
台半自动石磨机。“石磨面粉采用传统石磨
在低速度、低温度的状态下研磨而成，使用
皮心并重的制粉工艺，使小麦在研磨中的遍
数大为减少，麦胚的香味、蛋白质等营养物
质完全保留，不损伤营养成分。”

在小院加工车间，记者看到，车间已
被分割成辅料间、和面间、消毒包装间等
操作区域，实现了石磨面粉、手工馒头、
手工煎饼的生产一条龙。“自家农场生产
的优质无公害小麦，先在辅料间经过筛
选、淘洗、烘干、石磨深加工成面粉，再
进入和面间、醒发间，经过人工揉搓，进
入大蒸箱，蒸熟后进入无菌车间消毒，晾
透、包装塑料袋，打上品牌和生产日期，
进入市场。”

“拉长产业链条打造品牌后，价格上去
了。”李爱双拿石磨面粉举例道，“特精粉
10斤198元，一级粉10斤138元，全麸粉10斤
108元，客户面向消费水平高的人群。而石
磨面粉馒头，主打手工2元一个，春节期间
馒头、面粉都供不应求，平均每天的营业额
1万多元。”

从刚开始的一麦一棒种植到打造特色品
牌，实现粮食深加工，李爱双通过拉长产业
链，增加了价值，提高了附加值。生产加工
的石磨面粉、菜煎饼等产品通过包装，对接
超市、幼儿园、学校、高档商务宾馆、企
业，已销往全国各地。

“现在的这个磨面机是半自动的，需要
两个人，一人送料一人接面粉，费人工。”
李爱双说，扩大效益需要一方面降低成本，
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对接更多的客户，开拓
市场，扩大销路。“二期新上全自动的石
磨，现在磨100斤需要三个半小时，下一步
磨100斤只需要半个小时，产量扩大，生产
效率提高了。”

今年年初，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快发展农业“新六产”的意见》，
鼓励农户搞多种经营，即不仅种植农作物
(第一产业)，而且从事农产品加工(第二产业)
与销售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第三产业)，以
获得更多的增值价值，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
续发展开辟光明前景。目前，济宁菜到家食
品有限公司已经经过了从面粉到馒头、到菜
煎饼到蔬菜面条等深加工的摸索，生动诠释
了“思路决定出路”的深刻涵义。

一个手工馒头背后的“全程产业链”

□ 本 报 记 者 尹 彤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王友芹

“杨柳萦桥绿，玫瑰拂地红。绣衫金騕
褭，花髻玉珑璁。”立夏，清晨刚下过雨，
嘉祥县金屯镇的拾花社玫瑰园里，沾着雨水
的玫瑰鲜艳欲滴、芳香四溢。前来游玩的市
民边摘花边拍照，玩得不亦乐乎。“我们从
朋友圈里看到这里有玫瑰园，100多亩确实
很漂亮。等下再买点玫瑰酱、玫瑰饼，吃顿
玫瑰宴，今天算是不虚此行！”来自济宁的
周女士高兴地说。

在门口的销售店里，要求购买产品的顾
客络绎不绝。嘉祥县拾花社玫瑰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理事王心刚的手机不时弹出微信到账
提醒。“玫瑰酱、玫瑰花饼、玫瑰花茶，都
是我自己的加工厂加工的。”王心刚介绍，
园里还经营着餐饮，主打“玫瑰鸡”“玫瑰
梨丸子”等玫瑰做成的菜。“店小客人多，
最近3天都预订完了。”看着眼前的火爆，
王心刚有自己的打算，“扩大是肯定要扩大
的，但前提是把品牌、销售渠道等都做好，
对这个行业我充满信心。”

48岁的王心刚是金屯本地人，在北京上
大学时，他就嗅到了婚纱摄影的好前景，毕
业去济宁开店，成了济宁婚纱摄影的“开路
者”之一。随着工作的深入，敏感的王心刚
又发现了新商机。“以前为了拍照我经常去
各地找花海，也大体了解了花卉种植的知
识，就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能尝试种植花卉。
一方面为婚纱店提供拍摄点，另一方面也能
发展别的产业。”经过一番考察，王心刚发
现玫瑰不仅可供观赏，还可以食用、药用，
收益也很可观，关键金屯镇土地也适合种植
玫瑰。只是，自己的想法并不被家人认可，尤
其是老父亲。儿子在外打拼多年，最后竟然

“回村种地”，他想不通。可在王心刚看来，种
植玫瑰潜力很大，而且一旦开始种植，必然可
以带动村周边不少人就业，值得尝试。

前期考察时他发现，大部分种植户都是
单纯的种植，没有其他产业。玫瑰花市场价
格波动很大：鲜花最贵时每斤14元，最便宜
只8毛钱；其本身又很特殊，摘下后8小时内

不处理就会腐败。这就意味着，无论价格如
何，摘下就得售出去。但如果做成产品，就
不用担心价格波动的问题了。所以，王心刚
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必须三产融合发展。

2013年，王心刚从家乡流转了102亩土
地，从“中国玫瑰之乡”平阴引进6万株
“平阴重瓣玫瑰”，从云南引进1万株“金
边玫瑰”。2015年，又引进了2万株“法国墨
红大玫瑰”，5万株“大马士革粉玫瑰”，
种植面积扩展到120亩。种植、采摘、加工
生产、餐饮……几年来王心刚相继开发出玫

瑰花茶等五大类20多个产品，推向市场后也
很受欢迎。现在，玫瑰园每天至少销售300
多斤玫瑰酱、1000多个玫瑰花饼、300多罐玫
瑰花茶；他的电商团队每天也能接单100多
笔。初步统计，网上网下加起来，玫瑰园日
销售额在20000元左右。“现在市场上鲜玫瑰
价格不到2元，但我这里基本不受影响，自
己就消化了。”王心刚说。

在玫瑰园里，有不少忙着摘花的村民。
王心刚说，这些都是附近的村民。最近正值
花期，每天有七八十人来这里干活，其中包

括6户贫困户。“现在乡村振兴是大事。在
外打工多年，我也希望自己能回乡做点事，
为乡村振兴做点事。”王心刚笑着说，为了
能带动更多人致富，他打算建一个现代化温
室花卉大棚，种植国内外几百个种类的玫瑰
花，一年四季都有赏不完的花。为了扩大规
模，公司也会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经营模式，将玫瑰种植面积扩大到500亩，
为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提供全程服务，签订玫
瑰花回收协议，带动周边农民共同脱贫致
富。谈及未来，王心刚信心满满。

玫瑰花开多种“香”
婚纱摄影店老板从城市回农村种玫瑰，品种多衍生产品也多

□ 本 报 记 者 孟 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杨 鹏

4月20日，曲阜香格里拉酒店举办了一
场“原生态”的签约仪式，省去了讲话、致
辞等环节，这个象征国内星级酒店最高水准
的标杆，把绿色餐饮的旗帜插在了百誉农业
的大棚上，以维护其舌尖上的品质。

“这次合作不只是和曲阜香格里拉一
家，而是面向香格里拉集团旗下的30多家国
内酒店，全部采购我们种植的水果、蔬
菜。”提起这次成功牵手酒店大咖的经历，
山东百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百誉农业”）副总经理袁强显得很激动。
在他看来，这样的一纸订单，不只为企业发
展注入了雄厚的资金，更印证了有机种植的
现实需求。

初夏的曲阜市息陬镇北元疃村瓜果飘
香，尤其在百誉农业先期建成的20个高标准
蔬菜大棚里，长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辣椒、小
黄瓜、小番茄，水果、蔬菜，新奇可爱的外

表背后，是摘下来就能直接塞进嘴里的有机
无公害种植理念。

5月8日，记者在恒温恒湿的大棚里看
到，干净整洁的空间内不只采用了水肥一体
化等先进技术，而且一点儿土都看不到，茂
盛的植株下面，是由秸秆、稻壳、生物菌种
混合而成的发酵有机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
的无土栽培。

无土栽培技术难度大、投入高，即便在
农业大县寿光也使用甚少，这背后有对有机
绿色种植的推崇，但也是一种环境重压下的
无奈倒逼。

在百誉农业去年8月落户北元疃村前，
这1000亩土地和绝大多数土地一样，经受了
化肥、农药、除草剂的摧残，被破坏的土壤
无法满足有机种植的需要。采用无土栽培，
除能有效避免农药化肥残留对作物的影响
外，还能使土壤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里对残
存的有害物质进行分解，恢复养分。基于这
样的一种思路，再配合水肥一体化的节水措
施、秸秆粉碎还田的循环农业举措、雄蜂授

粉的生物技术等，这20个大棚里，充满了多
种多样的绿色因子。

“原来种地就图能多点收成、多赚俩
钱，所以杀虫杀净、施肥施透，最后把生咱
养咱的土地毁了，种出来的菜也没了原来的
味道。”谈到到百誉农业打工后的感受，北
元疃村村民来树金直言自己过去种地的方法
出了大问题。如今，她和家人吃到无土栽培
长出的番茄香甜多汁，再也不愿意买路边2
块多一斤的“便宜货”了，而她更打算抓紧
边打工边学技术，争取早点把自家的10亩小
麦改种大棚蔬菜，变“靠产量”为“靠品
质”要收益。

按照有机农业的要求，要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有机”，不只种植用的水土要干净无
污染，连种植区域周边的空气、水源等都有
品质上的硬性要求。“他们刚来村里的时
候，又是修路、又是建围墙、又是种树，俺
们很难理解，现在才知道，人家是在给要种
的蔬菜提供‘好吃的好喝的’。环境好了，
长出来的蔬菜自然健康营养味道好。”北元

疃村党支部书记张佃壮告诉记者，粉贝贝小
番茄、咪咪椒、玉女小黄瓜……这些明星品
种从北元疃村的地头出发，或坐高铁、货车
一路北上南下，进京入沪，或在地头直接被
人预订带走，靠的都是绿色有机这块牌子，
而少则十几元、多则几十元每斤的价格，更
是彻底改变了村民的种植思维。

乡村生态振兴离不开示范带动。如
今，北元疃村的很多村民开始改变几十年
从未变过的种植方式，减少化肥、农药的
用量，甚至在自家地里圈出一块搞起有机
试种，而村里的垃圾分类、环境整治也从
未推进的如此顺畅。“未来，我们除了再
新建80个左右的大棚外，还将采用多元化的
合作种植模式，比如由我们建好大棚，配
套农技、农机、销售等一条龙服务承包给
周边村民，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帮助他们
增收。”袁强说，当身边的人把这种绿色
效应看进眼里时，播撒出去的就不仅仅是
有机种植的种子了，更是为餐桌加了把安
全锁。

香格里拉酒店相中曲阜有机果蔬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张东芳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

2018年山东省技工教育特色名校入选名单，济宁市技师学
院榜上有名。

山东省技工教育特色名校是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财政厅决定实施的为进一步培育和传承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增强技工教育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山
东省技工教育特色名校建设项目。近几年，济宁市技师学
院坚持高端引领、校企合作、多元办学、内涵发展的办学
理念，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积极对接国家、
省、市重大发展战略，致力打造全国高水平的技师学院。

济宁市技师学院

入选省技工教育特色名校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5月16日，济宁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济宁市新旧动能转换可视化督导服务平台正式上
线，这也是全省首个新旧动能转换系统平台。

平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济宁新动能网站，
第一时间传递工作动态、解读惠企政策、宣传经验典型、
提供服务指南；可视化督导服务系统，集服务企业、项目
调度、信息管理、消息通知、分析研判的可视化综合信息
系统；手机APP，更加便捷使用可视化督导服务平台，真
正实现随时随地移动办公。平台具有五大功能：指挥调
度，实时监控调度全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建设情况，
对重大项目的进度、数据采集和调度分析提供全程可视化
跟踪督导；企业服务，致力于构建扁平化、面对面的“政
企沟通”渠道，平台在第一时间向注册企业推送最新的惠
企政策，提供发展中所需要的问题解决方案；问题解决，
在第一时间响应企业问题，实现企业服务专线与新动能平
台问题信息和办理结果的实时同步；绩效考核，对各县市
区、市直部门新旧动能转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定期考核评
价，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汇报工作，采用可视化的方式
呈现全市新旧动能转换工作进展情况，实现对企业注册、
项目申报、工程进度和部门重点任务推进的排名通报。

济宁市新旧动能转换

可视化督导服务平台上线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赵瑞广 报道
本报济宁讯 5月19日，济宁市科技局联合市政府新

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标志着济宁市第六届创新创业大赛
正式拉开帷幕，报名截至7月10日。

本届大赛主题为“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
由济宁市科技局、济宁市发改委等8家联合举办，鲁南技
术产权交易中心、金乡县科学技术局等单位共同承办。大
赛将初创企业、成长企业两类分别进行比赛，2017年销售
收入2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可参加初创组比赛，销售收入超
过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只能参加成长企业组比赛。

第六届创新创业大赛

拉开帷幕

□记者 尹彤 报道
5月5日，王心刚向记者展示种植的玫瑰。

【释义】悦：高兴，愉快；诚：真心，诚心。后用

此指诚心诚意地信服或服从。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以德服人者，中心

悦而诚服也。”

心悦诚服

画说孟子
成 语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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