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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孙永春 韩慧美

寿光市政协以提高提案撰写质量、办理质量
和服务质量为重点，提高提案工作的科学化水
平。

委员们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精准选题、深入调
研，提案得到寿光市委、市政府及承办单位的重
视和落实。

《关于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提案》，支
持企业开展规范化公司制改制和上市挂牌融资，
对改制和上市成功的企业，寿光市财政给予专项
补助。引导企业通过融资租赁、信托贷款等新型
融资方式进行高效低成本融资。开展中小企业贷
款过桥业务，2017年为112家企业办理过桥业务
501笔，累计金额96 . 22亿元，提升了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

《关于聚焦发展防水产业，培植特色产业集
群，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的提案》，寿光市政府
出台了《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转
型升级的意见》等政策，从土地、税收、融资等
方面加大扶持力度，目前初步形成了新型防水材
料产业集群，80%以上的企业实现了生产自动
化。

《关于进一步提升蔬菜种业自主研发能力的
提案》，全市按照“市场运作、企业主体、政府
参与”的原则，除引导大型农业企业发展种子、
育苗产业，还启用了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
基地研发中心，运营了全省首家果菜品种权交易
中心。寿光出台了《关于印发进一步扶持蔬菜种
业发展政策的通知》，目前全市自主研发蔬菜新
品种达到50个，种苗年繁育能力15亿株，科技对
农业增长贡献率达到70%。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是寿光委员们关注的热点。针对《关于加快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打造寿光诚信环境的提案》，寿
光市政府成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出
台了《寿光市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信用
信息管理办法》等文件，建成了全市公共信用平
台并试运行，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信用
红黑榜信息等内容及时公示。

针对《关于发掘发展寿光市优秀传统文化的
提案》，相关部门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挖
掘整理，建立了完备的资料档案，完成了“乡村
记忆”工程普查。目前，寿光市有国家级非遗项
目1项，省级非遗项目6项。

寿光连续举办了6届文博会，为发掘保护、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落
实《关于清理城区小广告，美化城市环境的提
案》中，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寿光市重
拳打击并清理城市“牛皮癣”。城管执法大队、
公安局、环卫处等相关单位齐抓共管，分工协
作，全力推进，打出整治小广告的“组合拳”。
经过集中整治，全市小广告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非法张贴、喷涂、散发小广告现象已得到
明显遏制。

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寿光政协委
员们积极出谋划策。针对《关于在农村普及清洁
能源解决清洁取暖问题的提案》，相关部门对供
热专项规划进行了重新修编，优化了供热布局。
积极推进“镇村通”天然气工作，深入推进新型
供暖方式试点工作，在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试点
了熔盐储热多能互补方式供暖，下一步将在总结
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推广。对《关于进一步改善生
态环境的提案》，寿光市组织了全面核实重点工
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完成情况，加快推进钢
铁、建材、有色、火电等行业的无组织排放治理
工作。目前，寿光市90处无组织扬尘排放点，已
完成全封闭整治59处。重点实施了工业点源深度
治理、清洁能源替代等324项治理工程，利用
“智慧环保”平台，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全
市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文礼 报道

本报寿光讯 5月11日，国网寿光市供电公
司“一图一表”村镇电网规划试点方案营里镇配
电网规划报告，通过国网潍坊供电公司初步审
查。这是寿光市供电公司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加
快构建一流村镇配电网的一项重要举措。

村镇电网是村镇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国家电网公司提出“美丽乡村建设”等八大
服务工程，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明确提出以问
题、目标为导向，逐个变电站逐条供电线路开展

“一图一表”规划研究，将规划颗粒度细化至镇、
村、台区。“一图一表”村镇电网规划是县域电网规
划的重要和核心内容，也是相对薄弱区域，直接
关系到末端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和客户用电感受。

寿光市供电公司按照上级要求，将营里镇
“一图一表”村镇电网规划作为试点，于4月16
日至27日对营里镇配电网进行了摸底调查，共涉
及50个用电村、10条10千伏线路、217个公用变压
器台区，汇总编制了《2017年营里镇村镇级配电
网现状基本信息表》。在此基础上，规划设计了
《2018-2020年营里镇10千伏及以下电网规划项目
明细表》。此规划中，为解决户均容量偏低、
0 . 4千伏线路线径细、老化严重、供电半径长等
问题，规划了86个变压器台区新建工程并列入
2019年、2020年配网工程储备计划；为解决10千
伏线路老化严重，绝缘化率偏低，存在卡脖子现
象，线路走廊不清等问题，规划了8条10千伏线
路改造工程，共计改造线路长度57 . 876千米，并
列入2019年配网工程储备计划。

营里镇配电网规划通过潍坊初审后，寿光市
供电公司将陆续开展其他街道（镇）的“一图一
表”村镇电网规划，将电网规划与村镇发展规划
有机衔接，使寿光市配电网具有充足的供电能
力，能满足各类用电负荷增长的需求，保障国民
经济发展和社会、居民的优质用电。

据介绍，今年，寿光市供电公司将投资128
万元，对营里镇5条10千伏线路进行联络改造。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5月20日上午，寿光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
集成示范区，寿光南澳绿亨农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赵涛向来自河北的代理商刘兴玲介绍番茄种
子。“我们自主研发的冠群六号番茄品种，是
一种粉果番茄，具有多种抗病性，口感好。这
种番茄既能当水果吃，也能炒着吃。这个品种
已经在全国推广了5000亩，今年计划推广1 . 5万
亩。”赵涛说。

在示范区，南澳绿亨的研发试验基地占地
80余亩，共建有13个高标准冬暖式大棚、2个日
光连栋温室及3个拱棚。其中，6个展示棚展示
大小番茄、椒类、小黄瓜等2000余个品种。

“好吃好看产量还高，寿光的种子厉害
了。”刘兴玲说。

南澳绿亨成立于2008年，目前主要研发番
茄、辣椒种子。“我们有10人的育种团队，每
年向国家申报10至20个新品种保护，95%的番
茄品种都是自主研发。”赵涛说，“虽然小有
成就，但和国外上百年的种子公司相比，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据介绍，寿光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集成示
范区以国内外最先进设施蔬菜温室大棚和栽培
技术集成示范展示为主要功能，将名优蔬菜新
品种、优质栽培、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土
壤改良沃土工程、循环农业技术以及世界各国
先进的蔬菜温室大棚设施和前沿的管理理念集
成优化。

“示范区旨在展示设施蔬菜新品种、新技
术、新模式、新装备及销售新业态,力求成为中
国设施蔬菜产业硅谷的核心区。”寿光市农业
局项目办主任石磊说。

“走进农业装备展厅，就像走进了大棚大

观园，各种小零件都配齐了。”黑龙江齐齐哈
尔菜农齐明玉说。

记者看到，农业装备展厅内，有旋耕机、
水肥一体化设备、农膜、棉被、钢丝绳等各式
各样的大棚用品。还有滑盖式温室、模块组装
式主动采光式温室、非土质后墙温室、大跨度
塑料大棚、低功耗双层膜连栋温室等高标准大
棚温室大棚模型。

齐明玉最感兴趣的是阴阳棚。阴阳棚又叫
多功能大棚，是在传统日光温室的北侧，借
用后墙，增加一个同长度但采光面朝北的温

室，两者共同形成阴阳型温室。采光面向阳
的温室称为阳棚，采光面背阳的温室称为
阴棚。

“阳棚种植常规作物，阴棚适合生产食用
菌类，大大增加大棚使用效率。”寿光市农业
局高级农艺师王成增说。“阴阳棚很适合我们
那边，冬季种蘑菇，比较受欢迎。”齐明玉
说。

山东西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温室工
程建造公司，每年为全国各地建造大棚3000多
个。“从规划设计、选址选材、建造安装、棚

内设备，到优质种苗供应、人才输出、技术服
务、市场销售，我们都能满足客户的要求。”
西良农业总经理崔西良说。

潍坊利威土壤消毒公司在集成示范区展示
土壤火焰消毒技术。此前，菜农多采用化学方
式为土壤消毒，存在根结线虫易复发、化学药
品有残留等缺点。

“我们先后使用了臭氧水、电解水、银离
子水、微波、电、蒸汽和火焰等近20种物理方
法，逐一进行了土壤消毒对比试验。最后，在
综合各项因素后，火焰消毒被我们定为目前最
适合推广的物理消毒方式。”潍坊利威土壤消
毒公司总经理赵天铭说，火焰消毒比药物杀菌
效果更快、无污染，还可降解原本土壤中的化
学残留。

实验中，赵天铭发现，根结线虫在高温下
很脆弱，在45℃下15分钟死亡，55℃下只能活
几 秒 。 火 焰 消 毒时， 火 枪 喷 出 的 温 度 为
1000℃，根结线虫瞬间死亡。

2017年，寿光市农业局在反复论证土壤火
焰消毒的可行性之后，给出了其安全、无副作
用的实施意见，并实施推广240亩农田，由市
财政提供70%的费用补贴。

“现在每天来参观的人非常多，我们准备
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实施，让土壤得到修复，促
菜农增收。”赵天铭说。

据了解，目前集成示范区共汇聚了20家农
业企业，所有企业都享受免除30年租金的优惠
政策。“80亩地，一年就省下租金12 . 8万元。
这种支持力度，大大增加了我们研发的信
心。”赵涛说。

“现在集成示范区刚起步，未来我们计划
把这里培育成世界先进农业发展方案的提供商
和国际一流的现代农业创新发展中心，成为中
国的蔬菜硅谷。”石磊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正是西红柿收获季节，寿光市双王城生态
经济园区卧铺村，侯相军、徐兴红夫妇每天凌
晨3点多就起床，带上头灯，走进大棚摘西红
柿。到5点半，两人把一桶桶西红柿装上大棚
运输车，运到紧邻大棚的包装车间称重销售。

“差不多一天摘500斤。现在还不是盛果
期，过几天会更多。”侯相军说，这几天西红
柿收购价1 . 2元左右，一天就有600元收入。

“现在我们干劲十足，大家都想把日子过
上去。”侯相军说。“看看现在的收入，我心
里踏实了。最初我反对建棚，老担心投资打了
水漂。”徐兴红说。

双王城位于寿光北部，土地多是盐碱地，
百姓多以种植耐盐碱的棉花为主。卧铺村村民
以前全部种植棉花。“这几年棉花行情不好，
一亩棉花年纯收益约500元，种50亩棉花才2 . 5
万元，不够一家人日常生活花销的。而我们附
近的南木桥村靠着无土栽培种植西红柿，村民
存款是我们村的10倍。”侯相军说。

卧铺村没有种植大棚的先例，侯相军决定
尝试一下。“建一个大棚要四五十万，闹不
好，我们就赔进去。”徐兴红说。第一次召集
10个人商量种植大棚，最终只有3个人坚持。
再次找人种植大棚，喊上了自己的兄弟和侄子
等人，侯相军才凑了8个人。

建棚需要土地。从2016年春天开始，侯相
军协调了村南村北多块土地，要么是租期还没
到，要么是租金过高。2017年春，在村两委的
帮助下，侯相军在村北流转了120亩土地。

随后开始打井。只有合适的水井，才有淡
水灌溉蔬菜。盐碱地地表浅层水中含有较高浓
度的盐分，不能用来浇地。

“我们一开始想打到200米，没想到200米
打下去还是卤水层。打到300多米时，咸水中
开始略带甜味，但还是达不到种菜的要求。打
到400米总行了吧，还是不行。这口水井就这
样一直打到了地下500米。”侯相军说。

为了不让卤水进井，侯相军还让施工人员
焊接了无缝钢管做防渗。如果是南部镇街的水
井，往往只需两天的工期，花费两三万元就够
了。可侯相军这口水井花费了16万多元，打了
20天。

120余亩土地上，8个人规划了8座大棚，每
座成本至少要45万元。“水肥一体化设备、自
动放风控温设备、自动卷帘设备等等，我们全
部上了最先进的设备，尽量节省人工。”侯相
军说。

侯相军等人开始四处寻找银行贷款。在双

王城党工委协调下，寿光村镇银行为每户授予
30万元贷款额度，月息六厘二。有了资金，侯
相军一边建设大棚，一边去南木桥村、北木桥
村以及南部镇街学习大棚种植管理技术。双王
城也请来了技术员，给侯相军们传授无土栽培
种植技术。

2017年8月，大棚建好。每个棚长200米、
宽25米、高6 . 3米，种植10500棵大西红柿，总
投资47万元。大棚侧面还盖起了两大间偏房，

一间用作大棚出入口和存放工具，一间用作生
活起居。

侯相军在大棚的地上铺上一层薄膜，上面
再铺上河沙与炉渣混合的基质。去年8月15
日，8个大棚同时种上西红柿苗子。到2018年1
月，第一茬西红柿收获完毕，侯相军新棚产出
7 . 5万斤西红柿，毛收入近10万元。部分农户已
经还上银行贷款。

去年12月，侯相军们套种了第二茬西红

柿，现在也到了收获期。“照现在的市场行
情，这一茬再卖个10万元不成问题。”侯相军
说。

如今，部分北京、东北的客商直接把货车
开到大棚口，收购侯相军种植的西红柿。

“现在我们大棚种植区，水电路各种配套
都齐全了，市里的大棚种植优惠政策也正在落
实。对我们农民而言，只要想干，就能富起
来。”侯相军说。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5月21日早8点，寿光市果色天香果蔬合作
社负责人王帮春，在微信水果群发布西瓜即将
抵达寿光明珠小区直营店的消息。随后就有群
友留言要5箱10箱。“这个瓜好吃，皮薄瓤甜
汁多。”群友王利群说。

此前一天，王利群已经前往果色天香生产
基地了解情况。基地位于寿光市化龙镇前王村
村南，共120亩。其中5亩种着西瓜，其余的种
桃树、樱桃树等。“西瓜是吊着生长的，每株
西瓜秧就长一个西瓜，大小也差不多。植株很
旺盛，有的地方也有点小腻虫。看到这样，我
就知道西瓜品质差不了。”王利群说。在棚里
摘了西瓜品尝后，王利群买了10个西瓜。“很好
吃，也带回去让朋友品尝一下。”王利群告诉
记者。

王帮春说，瓜果“住”的是钢结构阳光
房，“睡”的是尼龙绳吊床，“吃”的是用微
生物发酵的复合肥，全程不用化肥和农药，西
瓜的品质就有了保证。

王帮春对西瓜采用精准种植模式。从选
种、育苗、催芽、栽植，到种植环境温度、湿
度控制，再到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采摘
的时间等，都有严格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种

出皮薄、含糖量高的小西瓜。今年，我们在寿
光开了直营店后，顾客口口相传，西瓜卖得很
好。”王帮春说。

因为品质好，王帮春的西瓜畅销。金百果
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崔金德为葡萄供不应求而
苦恼。今年5月，金百大棚温室的葡萄刚下
来，已经被北京、上海等地的大超市订购。

“侯镇葡萄口感细腻，不同品种略有不
同，大部分是纯正的甜味儿，少数品种略带酸
头。”崔金德说。

在35年的葡萄种植中，崔金德不断创新，
他的葡萄大棚菜式栽培获得国家专利技术。
“一次花芽，早晚两次结果，元旦上色，春节
上市。今年种，明年1亩变2亩，亩产1万斤，
亩栽2300株6900穗69000片叶子。”崔金德说。

在侯镇崔家村葡萄种植基地，崔金德向记

者展示了一株葡萄树上既有结果蔓也有预备蔓
的情况。“结果母蔓发枝后，一类为结果蔓，一类
为预备蔓，逐年留预备蔓形成下一年的结果母
蔓。预备蔓嫁接更换后能做到无需刨树，确保日
光温室葡萄5月成熟上市。”崔金德说。

目前，金百果品专业合作社已经形成工厂
式规范化葡萄生产，实现了产、供、销完整产业
链。崔金德还在山西、陕西、内蒙古、吉林等地建
设了100多个葡萄种植基地，推广侯镇葡萄。

“依托葡萄基地，我们合作社组建了自己
的研发单位，目前有12名技术人员在进行品种
开发。我的新品种市场价每公斤不低于16元。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侯镇
葡萄的竞争力。”崔金德说。

在寿光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集成示范区
内，潍坊伊斯漫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有樱

桃、柠檬两座温室大棚。“樱桃好吃树难栽，
关键是樱桃开花授粉时，温度的控制。借助智
能环境控制系统，我们可以把温度调在最合适
樱花授粉的温度。”张连昌说。

据介绍，伊斯漫的智慧农业系统在农田、
温室、园林等目标区域布设了大量传感节点，
实时地收集温度、湿度、光照、气体浓度以及
土壤水分、电导率等信息并汇总到中控系统。
农业生产管理人员可通过监测数据对环境进行
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温、调光、换气
等操作，并在信息与种植专家知识系统基础上
实现对农业生长环境的智能控制。

“依托智慧农业系统，我们形成了樱桃、
柠檬、青笋、食用玫瑰四种作物生长模型，确
保了产品品质。也可以让不懂农业的人，一样
可以从事农业。”张连昌说。

果蔬合作社依托智慧农业系统形成作物生长模型

按照标准来，种出好果菜

寿北盐碱地棉田建起新式大棚

棉农变菜农，收入大不同

“蔬菜硅谷”探秘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南澳绿亨公

司总经理赵涛，在查
看番茄授粉情况。

营里镇电网规划

通过初审

政协提案助推寿光

高质量发展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双王城生态

经济园区卧铺村村民侯
相军，在大棚内安装了
智能放风系统等先进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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