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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诸城讯 6月15日，诸城市召开全市文明

家庭表彰暨巾帼美家活动推进会议，106户文明家
庭受到表彰。

据悉，早在文明家庭活动评选前，诸城市妇联
就与信用办联合，对确定的109户候选家庭进行信
用核实。自2016年诸城市列为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综合试点县以来，该市积极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在开发建设完成“一网三库”公共信用信
息平台系统，建立实施红黑名单、联合奖惩机制等
工作的基础上，今年把加快推进信用信息应用列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工作事项。为此，诸城市
相关部门单位积极响该市在行政管理事项中开展信
用应用信息应用的信用建设工作要求，主动将信用
审查列为各类评先树优和资格确定的重要条件。单
是今年以来，该市已在物业管理评优、工会先进集
体及个人评选、“文明家庭”评选、诸城市女企业
家协会成立会员入会、工商联换届、诚信先进单位
和个人评选等多项活动中，对候选人或单位实施了
信用核查。截至目前，在评选树优、资格审查中，
共对304个自然人的个人信用、841家法人单位信用
情况进行了核查，通过信用核查，有29个候选人
（法人单位）因失信问题被取消评选候选资格。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刘旭日 郑松松

潍河诸城相州段滨河路西侧，满眼的绿
色。206国道与滨河路交界处西北侧，58岁的
宋经坤早早来到了项目工地，走过苇子湾，十
多只白鹭刷刷惊飞而起，不多时见行人远去，
绕了几圈又落了下来。

因为环境保护得好，白鹭、斑鸠等多种鸟
类栖息于此。在外做建筑工程的宋经坤拍得了
不远处的一块30亩的苇子湾使用权，打算做成
垂钓体验区。在苇子湾南侧，宋经坤流转了一
块林地，希望用来发展现代农业、水果采摘和
儿童乐园。

“我打算今年‘十一’把垂钓和农家乐做
起来，这里风景好，交通便利，人气很足。”
宋经坤告诉记者，带来发展前景的，还是这一
片生态。

宋经坤的潍河湾采摘垂钓乐园向北不远，
就是驿丰生态庄园，虽然还有一个月葡萄才上
市，不过每天都有来此预订的顾客，近20种各
类葡萄粒儿大饱满。

“我们与中百大厨房年年签合同，加上采
摘游，100多亩的葡萄销路不用愁。”驿丰生
态庄园负责销售的经理沈刚介绍说，庄园所在
地在相州镇沙河套村，地如其名，沙土干净，
果厚汁甜。借着游客多的优势，庄园今年还新
上马蒙古包、农家乐和儿童游乐园项目。

庄园不远处的非得河，不时有游人走过。
河道之中，绿色的苇子摇曳，水中不时游鱼跳
跃。非得河是潍河支流，此前由于历史原因，
老河道积存不少污泥，雨水或污水处理厂集中
达标处理后的水流经过，难免冲积起污泥，造
成次生污染。

去年7月份，相州镇结合“清河行动”、
生态环境保护集中行动、“小散乱污”企业集
中整治，针对流经镇域内的潍河、渠河、非得
河等全长约39 . 5公里的河道，在全面摸排的基
础上，按照先急后缓、先易后难的原则，围绕
河道拆违、河道清障、河道疏浚、河道治污四
个方面迅速展开清河行动。

不到一年时间，该镇累计清理垃圾200立
方米，清除树木6000余棵，清理沿河养殖场44
个。在推进清障、清污的同时，对河道围垦、

河道砂石堆、河道排污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以清除河道“堵乱脏”问题为主要任务，综合
整治河流环境，加强河道长效管理，实行“河
长制”和“段长制”，实现全镇河道“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

聚焦生态宜居，相州镇在实施生态环境提
升与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方面，下足了功夫。投
资400多万元对驻地城镇形象进行有效提升，
沿街店面门牌、营业楼房立面、绿化带、人行
道、弱电线路统一规划，显眼位置设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十九大精神等宣传板面。大力开展
镇村绿化、道路绿化和农田林网建设，建设境内
潍河南北绿色长廊，对辖区内全长17公里、平
均宽80米的路域统一进行植树绿化，完成水系
造林1200亩，栽植各类绿化苗木9 . 6万棵。

同时，扎实做好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并建立
长效机制，完成农村改厕1871套，加快美丽乡
村标准化建设，重点抓好美丽乡村覆盖率和亮
点提升工作，年内创建A、B类标准美丽乡村
60个、市级示范村6个。

据相州镇副科级干部王耀强介绍，为巩固
禁限养区整治成果，在驻地179家养殖户、39

个规模化养殖场全部搬迁的基础上，对确定为
禁养区的驻地7个村和道明、西南楼等9个村，
实行副科级干部包靠责任制，杜绝反弹现象发
生，对潍河沿岸54个养殖户全部关闭，目前已
拆除39户，上半年全部拆除。

“我们充分利用新安装的PM2 . 5环保监测
设备作用，强力提升镇域环境质量，镇内企业
10吨位及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清零’，25家企
业实现煤改气，年内推广应用节能环保炉具
1100套、配送清洁型煤4500吨以上。”相州镇
副镇长李学正说，自2017年以来，对全镇48家
食品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签订污水处理协议，
统一入污水管网到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
排放，对镇域内无手续、污染大的油漆厂、塑
料加工点进行集中取缔。

古县社区居民69岁的孙培东平时与老伴在
家，家里清清爽爽没有异味。“前不久镇上免
费改造了厕所，跟城里人一样安装了坐便器，
只要一按开关就抽到外面地下埋的两个大塑料
桶里，粪污统一回收，干净卫生。”孙培东乐
呵呵地说。如今，相州镇已有3000多户居民进
行了厕所改造。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李丽洁 刘 杨

“您要订购普罗旺斯水果西红柿？对不住
了，今年的采摘已经结束了，只能等明年了，到
时候提前跟您说哈！”刚走进诸城市百尺河镇后
于家庄农业科技示范园，就碰到正在打电话处
理订购业务的水果西红柿种植达人张培福。

普罗旺斯号称“西红柿之王”，今年，张
培福种植了两个棚的普罗旺斯品种，刚一开市
就销售尽空，“俺这品牌打出去了，来采摘、
购买西红柿的人太多了，还不够卖”。丰收过
后的喜悦在张培福的脸上尽情洋溢。

50岁的张培福，是百尺河镇西百尺河社区
居民，别看他年龄大，却一直在做着紧赶时髦
和潮流的行当。在做蔬菜种植以前，他从事的
是电商行业，“通过熟人推荐介绍，我就从事
了电商销售，干了五六年。自从去年镇上建起
了这片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我这寻思着农民还
得干地里的活啊，年轻的时候种过露天蔬菜，
多少有点经验，就包下6个大棚搞现代农业。

从今年的收成看，明年还得再扩大规模。”张
培福尝到了种植高端蔬菜品种的甜头。

在张培福看来，传统种植已经开始被淘汰，
“要干咱就冲着新奇‘玩意’使劲儿。”张培福介
绍说，他在打算种蔬菜之前，就想到要干就干出
高端，种出精品蔬菜来，种高端、安全、绿色、放
心的蔬菜，用品牌取胜、用品质赢得信赖。

“在管理上，我一直使用生物有机肥保证
菜品安全，同时使用植物疫苗增强蔬菜自身免
疫力，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率，我的西红柿都
是自然成熟，口感好，吃起来放心，这也是供

不应求的原因。”张培福介绍说，他今年种植
了占地6 . 8亩的普罗旺斯大棚，每个大棚种植西
红柿6000棵，每棵可产果实5公斤，总产量3万公
斤，销售价格在每公斤6至8元之间，产品主要面
向青岛高端市场以及本市高档小区人群，采取
订单式销售，市场较为稳定，产品供不应求，每
个大棚年纯收入15万元，经济效益比较可观。

“我们就是要引导老百姓向高端、高效、
高品质的农业方向发展，尽可能为老百姓提供
更加惠农政策倾斜。”诸城市百尺河镇党委委
员李洪滨介绍说，该镇主导投资2000余万元，

建设规划总占地540亩冬暖式蔬菜大棚78个，
通过出售、租赁等方式，吸引和鼓励周边的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经营主体进
驻园区，实行“园区+合作社+农户”的产业
化经营模式，推动合作共赢发展。

“为更好地提高大棚户经济收入水平，镇
上还专门聘请市农技中心专家进行跟踪服务指
导，主要种植高端果蔬品种,通过像张培福这
种高端蔬菜大棚种植户的引领示范作用，打造
一批在全市叫得响、有推广价值的农业品牌，
带动更多老百姓增收致富。”李洪滨说。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李 芳 张宝昌

王楠楠 耿 娜

诸城市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抓住文化
内涵的“牛鼻子”，合力唤醒乡村沉睡的本土
文化资源，留住乡村印记。

垃圾湾变身主题公园

水清柳绿，飞燕不时俯冲下来点水而过。
奶奶拉着幼孙的手，慢慢走下台阶，沿湖边小
路自在漫步。不时有游客在池塘岸边的围栏旁
驻足，抑或走进纪念馆瞻仰革命先烈。

“这是以前的垃圾湾？真不敢相信成了这
般模样！”诸城市石桥子镇刘家庄村在外工作
的刘云忠回到村里，溜达到村前公园，惊讶于
眼前的变化。“以前这里可是存满污水、漂着
垃圾的臭水湾，如今成了红色主题公园。”刘
云忠啧啧称赞，这一方池塘和旁边的刘家庄抗
战纪念馆，成了周边农民平时经常去的地方。

石桥子镇的边远小村不止这些美。近年
来，该镇党委政府加大美丽乡村建设投入力
度，采取拆旧改丑、整治环境、拆违治违、禁
养限养等措施，逐步对各村内的垃圾沟、垃圾
湾、荒沟堑进行大整治大改造。有的打造成景
观景点，有的填平建成文化广场或小公园，有
的作为取土场进行了盘活利用，增加了集体积
累。目前已有刘家庄、岳旺等6个社区的14个
自然村进行了改造。

“我们坚持将自然景点、特色产业村、美

丽乡村串联起来，把乡村装扮成景点，把传统
院墙打造成会说话的文化墙。”石桥子镇宣传
委员张吉生告诉记者，建设美丽乡村，只有融
入文化元素，才能兼顾“颜值美”和“气质
美”，才能真正实现村美、民富，营造出文明
健康的社会风气，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
家园。

在镇驻地，突出木器元素传承；在刘家庄
社区，突出革命传统教育；在扳倒井子社区，
突出历史文化建设；在西院社区，突出绿色生
态环境；在常吉疃社区，突出历史传说塑
造……

据张吉生介绍，单是今年不到半年时间，
该镇就绘制文化墙4700多平方米、景观墙6400
平方米，粉刷墙体标语700余条，建成实体主
题雕塑26处，起到了既美化环境，又增强群众
思想道德意识的双重效果。

打造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

一排排灰瓦白墙、布局统一的民房，民房
外墙上绘着红色卷云图案，每户门前挂着两只
大红灯笼，给人一种独特的古典韵味；整洁、
平坦的水泥路从山脚下一直延伸到胡同小巷。

三三两两的游客从村旁的泉水处沿路走
过，村前的一塘清水让人更觉清新；几位村民
站在街头聊天儿，脸上洋溢的是幸福和希
望……一进村，就让人感受到如画的美感。这
里是林家村镇下屋子村。

下屋子村坐落在障日山脚下。但在两年
前，下屋子村却是坐落在半山腰，那时村里多

是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环境卫生脏乱差，年轻
人外出打工，村里基本只有老人和部分妇女儿
童，村民们自嘲这里是“386199部队驻地”
（妇女、儿童、老人）。

2017年，林家村镇政府实施增减挂钩复垦
项目，村子由半山腰搬迁到了现址。搬迁后的
下屋子村经过镇政府的统一规划建造，面貌焕
然一新，打造成一处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点。
村民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自发参
与到村容环境保护中、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
中、参与到产业发展中。

该村党支部书记逄淑廷介绍说：“镇上在
规划之初就突出地域特色，意在保留村庄的历
史文化元素，不单是要‘宜居’，更要‘宜
业’‘宜游’全方位发展。”对于下一步的规
划，逄淑廷告诉记者，村里再修两条南北胡
同，全村道路通柏油路；在村子的西边建一家
矿泉水厂，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复垦出来的土
地种植茶叶等高效农作物；同时，利用原有资
源修建寺庙、整修东坡书院，依托障日山资源
发展旅游业等。

同时，村里建起的东坡广场占地500平方
米，广场内46米的农耕文化长廊，以二十四节
气为内容，展示了我国的农耕文化。乡村记忆
馆，从历史、自然、人文的不同维度展现了乡
村之美。

面对如今的新环境，下屋子村的村民都透
露出满足、欣喜和对未来的信心，村头与几个老
伙伴聊天的一位老大爷说：“这么好的生活环
境，让我每天都会自发出来打扫卫生，看到哪有
垃圾就自觉地清理，根本不用村干部安排。”

小山村成艺术试验场

常山下南湖区蔡家沟村，每次走进来，都
有新体验。石头屋，土围墙，阴凉地里聊天的
老人，本来是渐趋衰败的农村，却随着一批艺
术家的到来，变得不一样了。

麦收场景、3D南瓜破墙而出、梵高大话
西游……一幅幅的绘画和墙体艺术跳跃到原本
光秃秃的水泥墙上，让人流连忘返。这里成为
高校艺术家们的艺术试验场。

蔡家沟艺术试验场由本土艺术机构7名实
践艺术家组成，倡导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
化、艺术家农民化、农民艺术家化的理念，计
划邀请众多国内外各行艺术家驻点创作，与台
湾名校、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师范
大学、山东艺术学院等各高校对接，对村庄进
行深入文化挖掘，形成课题研究，逐步打造成
学术实践基地、艺术写生基地及文创基地。

打造者计划用3年时间将蔡家沟艺术试验
场打造成国内现代化农村独特标杆，形成以文
化公益、艺术美育、生态农业、艺术活动为核
心，集循环、艺术、生态农业于一体，激发村
庄文化感染力、经济推动力以及社会影响力，
建成具有文创产业平台、社区服务、艺术创
作、学术研讨等功能于一体的特色村庄。

而对于常年生活在这里的住户，此举不仅
可以美化乡村，还可调动当地村民的兴趣及热
情，引导其参与乡村公共空间营造行动，将艺
术融入美丽乡村建设，推动蔡家沟村人文环境
与艺术基础设施的改造与设施。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王 玮 报道

本报诸城讯 “监察法共九章69条、8000余
字，这里面有许多新提法、新要求，需要我们学
深、吃透、用好……”监察法颁布后，每逢干部培
训，诸城市纪委监委讲课人员便如约而至，专题解
读监察法，对党员干部、监察对象学习中遇到的问
题进行答疑释惑。

据悉，该市把监察法作为学习宣传的重点，全
方位、多角度对监察法进行宣传解读。开展监察法
分层级、全覆盖培训，按照科级干部、市直机关、
镇街（园区）、社区“两委”干部、教育卫生系统
和国有企业等不同层级、不同特点，分行业、分领
域开展精准宣传。

针对公务员和参公管理人员这一关键和重点监
察对象，将监察法学习纳入党委（党组）工作议程
和中心组学习安排，纳入党校课程设置，在市内各
类主体教学班培训课程中增加监察法学习内容。针
对教育、卫生、国有企业和各镇街（园区）等新增
监察对象较多的行业和地区，组织关键岗位、关键
人员集中培训，引导强化法治思维，筑牢秉公用
权、廉洁从业的“安全网”。截至目前，已教育培
训党员干部、监察对象7600余人次。

“市纪委监委讲解监察法，深入浅出、结合实
际，我们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诸城市昌城
镇纪委书记何茂利感慨说，现在自己对镇里各项工
作进行监督检查时更有底气了。

护好一方生态 带来美好前景

苇子湾的幸福生活

高端 高效 高品质

小品种有大市场

诸城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拆旧改丑、整治环境，兼顾“颜值美”和“气质美”

用本土文化留住乡村印记

诸城实现监察法学习

教育全覆盖

获评文明家庭

先过“信用关”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姜雪 报道
本报诸城讯 6月1日，来自全省农技推广系统

的领导专家，部分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负责人，齐聚山东省农技推广试验示范基地诸城市
佳博天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场观摩2017-2018
年度小麦新品种、新技术展示田，并进行技术交
流，标志着山东省农技推广试验示范基地正式落户
诸城。

山东省诸城市农技推广试验示范基地主要进行
了以下三项试验示范：一是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
内共选择了省内外57个近年来审定的小麦新品种进
行种植，包括泰安农科院的泰科麦33，省农科院的
济麦23、济麦44，山农大的山农29、山农30，中科
院的科农2009等，以济麦22作对照；二是开展高产
攻关，小麦高产攻关品种包括济麦22、烟农1212、
泰科33、山农29、鄄城1003、济麦23等8个品种，试
验面积100亩，亩产量700公斤。三是新技术示范，
新技术试验示范是发现和推广新技术的主要途径，
基地内全面推广了小麦宽幅精播、水肥一体化、绿
色防控技术、小麦玉米周年绿色高产高效等新技
术。

通过示范基地建设，有效促进了诸城市承担的
粮食高产创建平台建设项目、粮食绿色高产高效项
目的实施。

山东省农业厅从2018年开始，在全省不同生态
类型地区建立农技推广试验示范基地，由山东省农
业技术推广总站组织实施，首批基地共选择确定了
两家，诸城市是潍坊市唯一一家，其目的是通过试
验示范基地展示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
从而加速农业科技创新应用步伐。

省农技推广试验示范

基地落户诸城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刘 波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按照乡村振兴发展战略部署，为
全面提升农业品牌建设，集中推动和打造“诸城绿
茶”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5月18日至22日，
诸城市农业局积极组织当地颖青茶厂、电力怡明茶
业、碧龙春茶业、正山堂诸城市茶业有限公司等茶
叶企业代表到浙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参加农业部和
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茶叶博
览会。

在这次茶博会上，该市采取“主推品牌，抱团
发展”的战略，把知名茶叶企业集中起来，拿出自
己企业最好的茶叶产品参展，全力推荐“诸城绿
茶”国家地理标志品牌。

主推品牌 抱团发展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孔繁亮 报道
6月16日，诸城市举行中华传世经典家训展读活动。本次

展读活动，分经典家训诵读和经典家训作品展览两个部分。来
自该市的“五老”志愿者代表、党政机关代表、劳模代表、“五
好”家庭代表等先后登台，饱含深情地诵读了历史名人、近代
伟人的家训。图为孩子们正在进行经典家训展读活动演出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冯启龙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日前，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表扬第三届山

东省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县的通报》，诸城市再获山东省文化
强省建设先进市荣誉称号

第三届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县(市、区)考评，主要采取材料
审核、实地考察、部门评价、电话考察等方式。诸城市委宣传
部组织协调文化、体育等职能部门采用一线工作法，跟踪指
导、检查调度，把公共服务、文化惠民等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保证测评验收顺利通过，成为蝉联三届获该称号的县市。

诸城再获文化强省建设

先进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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