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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寒亭区紧抓新旧动能转换重大机
遇，牢固树立人才引领创新的发展理念，重点厚植
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将人才优势、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针对新材
料、生物医药等重点优势产业，依托潍坊市科技成
果对接发布会及浙江大学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等载
体，引进鑫山环保、亚康药业等企业发展亟需的高
层次科技创新人才18名。其中，百德生物与中科院
成都生物所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青年博士创新团
队山东研究中心，引进6名博士开展长期合作。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刘明志 王 建

“以前大伙儿种香椿，都是各卖各的。
现在不一样了，加入了‘村企联盟’，不仅
价格能兜底，各种服务还送上门。”5月27
日，临朐县寺头镇西安村42岁的村民刘文强
说。刘文强种植红香椿已有12个年头，以前
都是蔬菜批发商上门收购，遇到价格低时也
只能卖掉。自从与山河食品结盟后，刘文强
一亩大棚保底收入三四万元，收入越来越稳
定。

在临朐县，诸如刘文强一般，尝到“村
企联盟”甜头的村民并不鲜见。临朐县是农
业大县，如何让丰富农业资源服务乡村振
兴？近年来，这个县不断优化组合“三农”
与企业资源，按照政府引导、企业搭台、群
众参与的原则，实施“一村一企、一村多
企、多村一企”的“村企联盟”发展模式，
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农民增收、村集体

经济壮大引来了“源头活水”。
据临朐县寺头镇副镇长吴振介绍，寺头

镇的“村企联盟”是由香椿种植面积比较大
的南西安、石佛、桃花、河庄等4个中心村
为基础平台，每村分别由香椿种植户、村
“两委”成员、村集体出资成立村级红香椿
合作社，再将4个合作社加入山河食品成立的
春早红香椿联合社，实现统一管理、统一运
营、统一销售。种植户种出的红香椿，通过村
级合作社统一配送到春早红香椿联合社，联
合社将红香椿一部分作为鲜菜销往市场，一
部分由山河食品深加工后再进行销售，所得
利润由村集体、群众按比例分红。村民既可搞
香椿种植，又可到公司务工。仅种香椿一
项，入社农户人均就可年增收3000多元。

搞得如火如荼的“村企联盟”，或转移
了农村闲散劳动力，或消化了农产品，不仅
带富了农民，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企业也同
样可以从中受益，实现了村、企、民三方互
惠共赢。

潍坊盛安食品有限公司每年都与蒋峪镇
愿意签订协议的黄桃种植户签合同，设定保
底价格，按照合同收购加工。不管黄桃品
相，种植户都能“旱涝保收”。“今年花期
时就签了，一亩照5000斤算的，3亩黄桃最
少收入1万多元。”每年都签协议的亓村村
民刘纪才说。

“村企结对子，不仅解决了农产品因大
量积压或商贩联手压价等造成的丰而不收问
题，对企业来说还获得了稳定的供货渠
道。”潍坊盛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庆安
说，这种模式提升了公司产品品质、维护了
市场价格稳定，实现了百姓、村集体和企业
的“三赢”。

“村企联盟”还调动起了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和党员干部致富“领头雁”的
作用，为农村和企业之间搭建了沟通互动的
平台，建立了村集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自临朐县柳山镇开展土地流转后，邬家
官庄村党支部成员一方面深入农户与村民面

对面算效益账、算发展账，让村民了解土地
流转带来的实际利益，另一方面积极与山东
利中药业领办的益农中药专业合作社对接，
带头流转土地。通过干部帮带农户、党员示
范带动，邬家官庄村一期流转土地600亩，
种植黄芩、丹参等中药材。魏家村流转土地
1500亩，建设农业创意产业园；冢子河村流
转土地500亩，建设速生杨育苗基地和休闲
观光农业园……

“在各村党支部的带动示范下，目前，
全镇共流转土地13000多亩，先后与利中药
业等30多家企业（园区）签订开发协议56
份，增加就业岗位3000多个，实现了村企优
势互补，激发了基层党组织活力。”柳山镇
党委书记窦海燕说。

目前，临朐11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1720
家合作社正联盟农村或农户，从资金帮扶、土
地流转、技术服务、产品销售等方面让村民吃
上致富“小灶”，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正成
为撬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杠杆”。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王新杰

5月22日，蒙蒙细雨中，青州市庙子镇
庙子村54岁的村民孙万刚一大早就来到了东
山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如今，孙万刚有
个新身份：青州市庙子东山小流域土地股份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指着东山半山腰已经搭
建起框架的钢结构大棚，孙万刚告诉记者：
“原先，守着这么好的生态资源，村民们却
只能靠天吃饭，辛苦种地还收入不高。如今
好了，村里成立了合作社，一定会在‘山旮
旯’挖出‘金疙瘩’。”

原来，庙子村的东山散布着该村的农
田，但由于地势高，灌溉条件差，只能靠天
种地，村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收入不了几
个钱，近几年土地几近荒废。为了让土地
“活”起来，庙子镇为这个村争取到了农业
开发项目，通过综合治理，控制水土流失，
提高土地收益。“村民土地流转入股，同
时，村民还可以在这里打工。我们正在打造
庙子山水田园综合体，是由我们村的合作社
投资兴建，先期投资2亿元，整合东山整片
荒山和土地3000余亩，建设集休闲旅游、低
碳生活体验、农事体验、零碳农业示范于一
体的乡村旅游项目。”孙万刚说。

记者在庙子山水田园综合体建设现场看
到，几处钢结构大棚、大型假山景观、梦幻
灯光带正在建设中。此前，已经有8个采摘
大棚建成投入运营。孙万刚介绍，庙子镇生
态资源较为丰富，境内的泰和山景区每年都
吸引众多市内外游客。“今年‘五一’期
间，有不少来我们镇游玩的大巴车还开到我
们综合体来，游客们争相采摘我们种植的西
红柿等果蔬。这些游客很多是来自淄川、临
淄、东营等地。”

从去年开始，庙子山水田园综合体在大
棚种植樱桃、蓝莓、西瓜、火龙果、草莓、
西红柿等蔬菜水果，同时还投资30多万元移
植了苹果树、杏树、梨树、桃树等果木，初步形
成了山下果树、山顶蔬菜水果大棚的格局。

“我们的蔬菜大棚采用的是阴阳棚模式，采光
面背阳的大棚准备搞食用菌培植，进一步拓
宽我们的农产品品种。”孙万刚说。

其实不仅仅是庙子村，庙子镇许多村生
态资源优势明显，但守着好生态过着穷日
子。为让青山绿水变为金山银山，庙子镇党

委书记孙培伟介绍，“我们‘啃’定青山不
放松，抓绿化提升，抓生态保护，提升民生
福祉，创新探索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去年，该镇的泰和山景区接待游客达60
万人次，创游客接待量历史新高。同时，地
处庙子镇大山深处的圣峪口、北崔崖、黄鹿
井、东滴水张庄、北李等村，气候温和、景
色宜人，具有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
依靠生态发展乡村游成为最佳选择。“我们

抢抓泰和山黄花溪旅游景区建设机遇，形成
沿仁河流域一带，依托泰和山黄花溪旅游线
路，打造明清文化商业街板块、休闲农业采摘
板块、乡村旅游体验板块的旅游文化产业发
展布局，努力打破村与村地域界限，实现区域
资源有机整合。充分挖掘各村旅游优势资源，
推动域内旅游全面快速发展。”孙培伟说。

庙子镇的北李村只有200多口人，藏在
深山之中，保持了原始风貌的自然风光。近

年来，北李村的红叶谷声名大噪，每年国庆
节过后，游人纷纷慕名而来。“漫步在小山
村中，看看石板房，走走青石路，别具一番
风情。尤其是漫山遍野的黄栌，金秋季节，红
黄绿交相辉映，是青州市最大的红叶观光区。
我是从北李村走出去的，现在专门回到村子
里，投资建设红叶谷景区，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来我村旅游，带动我村发展。”青州红叶谷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吉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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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县推广“村企联盟”模式，实现村、企、民互惠共赢。龙头企业———

撬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杠杆”

青州市庙子镇发挥资源优势，创新探索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青山绿水变金山银山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张 蓓

5月20日是一个星期天，早上7点，33岁的
昌邑市龙池镇副镇长、白塔社区党总支书记
耿慧丽简单洗漱后，急忙吃了几口饭，便匆忙
赶往单位。“再到食堂吃点，路上开车慢点。”对
此习以为常的婆婆忍不住又叮嘱一遍。

“好嘞……”声音回传，脚步已远。
尽管昨天已为第三届龙乡文化节的成功

举办忙碌了整整一天，但为了圆满完成社区
的改厕工作，耿慧丽今天要组织各村的支部
书记开个碰头会，统计进度、实地查验。开
会通知昨晚发了，趁热车的功夫，她又在微

信群里强调了一遍：“7点40，支部书记到社区
开会。看样子还要下雨，咱抓紧时间。”

单位距家20公里，这条路耿慧丽已跑了
接近6年。从2009年考上省委组织部选调生
到现在，她的岗位、职务不断变动，工作经
验日益丰富，待人处事愈发从容。“我对象
在市直部门上班，婆婆接送孩子上幼儿园，
公公在老家种地。”耿慧丽一边紧盯前方路
况调整着车速，一边介绍着家里的情况。

在她看来，尽管乡镇工作事杂量大，但
每一件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容不得
怠慢。“之前，我对象老嫌我不着家、不顾
家，他去年当了驻村第一书记后，理解了。

其实我们这些女汉子也不容易，有时对家
人、对孩子感到很愧疚。”

20多分钟后到达社区，支部书记们也陆
续来到。在统计了各村的完成情况后，一位
年长的支部书记提出：“能不能再多给俺村
几个名额？”

“前些天您可没这么积极！我先问问其
他社区的情况，怎么样？”耿慧丽笑着说。

这位支部书记道：“厕所革命嘛！生
态宜居、乡村振兴都是十九大报告里提出
的！”话音刚落，引来一片会意的笑声。

从村里再回社区已临近中午。耿慧丽
告诉记者：“大家伙儿对中央精神和各项政

策的认可度都很高，我们执行起来难度低、
阻力小。忙归忙，但心情舒畅。”

下午4点半，同时分管财政、税收、教
育等多项工作的耿慧丽回到办公室，学习镇
上党政办传阅的各类文件。其间，还不时有
各种与工作相关的电话打来。“最多一天能
接200来个电话。”耿慧丽说。

“不知道小家伙想我了没？回去陪他看
会书。”不知不觉到了晚上7点，耿慧丽归
置好手头的文件，动身回家。

“我们青年干部作为小康社会的主力
军，加入到‘三农’工作队伍中来，扎根农
村，忙并快乐着。”耿慧丽说。

基层干部耿慧丽说：大家对政策的认可度都很高，我们执行起来难度低、阻力小

虽然忙，但很快乐有干劲

乡乡 村村 振振 兴兴 看看 行行 动动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庙子镇北李村山村自然风貌保持较好，古朴的山村和遍山的红叶近年来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旅游。

寒亭———

全链条激发人才创新

动能

青州市结合“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着
眼问题整改，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着力优化改善营
商环境。通过开辟投资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将
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流程整合为5个模块，审批时限
由120个工作日压缩到32个工作日，再次实现提速
70%以上。

青州———

优化营商环境

项目审批再提速逾70%

近年来，诸城市以创建省级创业型城市为契
机，创新载体，搭建平台，政策助力，竞赛推动，
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目前，诸城已认定省级
创业型社区7个，潍坊市级创业示范载体8个，创业
型镇街、社区8个，创业载体承载各类创业实体
3163家。去年以来，累计为小微企业减免企业所得
税、营业税、增值税等899万元。诸城设立2亿元的
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从中安排专门支出设立就业创
业专项资金，对种子期、初创期具有成长和科技进
步潜力的中小企业以及人才创业项目优先给予支
持，已累计落实中小企业扶持资金4 . 38亿元。

诸城———

多举措拓宽

“双创”快车道

5月30日,第十九届寿光菜博会闭幕。自4月20日
开幕以来,先后有200多个重要代表团参展参会,参观
人数达到198万人次,实现贸易额129亿元,展会取得
圆满成功。借助菜博会平台,寿光积极开展招商引
资,集中签约重点项目15个,签约额达80多亿元。据
了解 ,本届菜博会闭幕后 ,包括3号、4号、5号、6
号、7号、8号、9号、10号及蔬菜博物馆在内的9个
场馆将继续对外开放,其中3号、4号馆及蔬菜博物
馆将一直开放到明年菜博会开幕前。

寿光———

198万人次参观菜博会

9个场馆继续开放

蓝色智谷是高新区贯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链
接创新创业资源、培育集聚高端新兴产业的区域协
同创新大平台。2018年以来,高新区已多次邀请世
界500强企业和中科院院士联合举办“院士大讲
堂”“企业大讲堂”活动 ,又通过聚集中科创新
园、清华启迪之星孵化器、北大燕园科技园三大科
技创新服务机构,采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专业
运营模式,建设产业技术对接、科技成果转化、科
技资源共享等平台,加快建设中国(潍坊)创新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

高新———

加快创新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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