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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浓浓端午情，爱在父亲节。”6月17日
上午10点，寿光市台头镇三座楼村，盲人刘孝
先收到寿光善德公益团队送来的粽子等物品。
当天，三座楼村共有7户困难家庭收到善德公
益团队带来的花生油、大米、粽子等。

善德公益团队义工和热心村民还为老人们
义务理发、包水饺，部分文艺爱好者为老人们
献上歌曲、舞蹈、戏曲节目。三座楼村民刘茂
桢给老人们捐赠了粽子、果盘、不锈钢餐具。
这是三座楼村第二次为老人们举办饺子宴。

“志愿者一来，村里就热闹了，给我们老
人解了闷。”三座楼村村民刘东元说。

“每逢村里为老人办饺子宴，大家就像过
年一样，老人、年轻人都欢天喜地，文明之风
越刮越强。老人吃的是饺子，得到的是尊重和
尊严，年轻人付出的是劳动，得到的是道德的
提升和快乐。”三座楼村党支部书记刘瑞祥
说。

据了解，目前寿光正在全市975个村全面
推开饺子宴，饺子由村内外的义工包，费用由
本村爱心人士捐助或村集体列支，民间文艺队
伍为老人义务演出。

饺子宴是寿光孝心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每次活动，我们从饮食卫生到老人保健
都进行了认真准备，还请医护人员现场参与。
文艺爱好者，准备好娱乐节目，让老人的心灵
得到慰藉。”寿光市田柳镇唐家庄村党支部书
记唐廷华说。

寿光传统文化宣讲师李海梅说，孝心村建
设，启动内力很重要，只有激发出当地村民的
热情，才能达到最终目的。

在去年的重阳节活动中，寿光圣城街道北
关村妇联主席张卫华成立了孝德建设志愿团的
微信群。她在群里一下通知，就引来了众多村
民报名跟进。在那次活动中，有26人报名，有
的开着车主动接送老人，有的年轻媳妇为老人
包饺子，有的为老人表演节目。北关村村民贾
鹏伟、张秉熔还自发为老人捐赠了物资。在饺
子宴活动中，参与者不仅仅是志愿者，本村和
周边的村民也加入进来。

“包水饺是我们的义务，孝敬老人是我们
的责任。”寿光市洛城街道马后村村民吕玉兰
说。

洛城街道惠民村69岁的朱法玉说：“原来

在大街上，有时会听到吵吵声，现在直接没有
那回事了，婆媳关系好多了。”“我的衣裳都
是儿媳给洗的。”惠民村84岁的陈宝铭说。

“原来认为村两委的主要工作是带领村民
发家致富，现在思想转变了，要一手抓经济，
一手抓以孝道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唐廷华说。

“现在村委的凝聚力强了。原来村里决定
的事儿，有可能推三阻四的，现在立马就办

了。”台头镇后寨子村党支部书记隋树贵
说，

寿光在孝心村建设中，吸引了大量志愿
者参与。这些志愿者，既有寿光市的老领
导，有企业家，有大学教授，有个体经营
者，还有的家庭组团参加。建桥学校初一学
生李洪洋，就跟着妈妈王伟芹一起参加志愿
服务。刚参加工作的崔玉杰，跟着爸爸崔波
做孝心村志愿者。梁松华和刘兰秋夫妇，自

费为北关老人赠送“寿”字55幅。善德公益
团队的李树刚、李金华夫妇多次为老人理发、
捐献物品。

“建设孝心村是得民心、顺民意、造民
福、增民情的惠民、爱民之举，是新形式下和
谐社会建设的新尝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具体体现，更是落实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
‘孝老爱亲’的生动实践。”寿光市原政协主
席、市关工委主任王茂兴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丁 波

5月24日，寿光市羊口镇营子村，老电工
常玉明把欠村集体的789 . 71元钱交到村委。交
钱时，常玉明提出异议，这个账是上世纪90年
代以电工身份代表村民欠村里的电费。营子村
两委干部就翻阅档案，找到一张村委盖章的证
明条，还附着一张欠账清单。这张证明条和附
件（实际欠款人清单），说明了常玉明“欠村
集体789 . 71元”的来历。

营子村通过党员议事会和群众代表议事会
投票表决后，退还了常玉明所交款项。

“清理尾欠，是为了消除旧矛盾，不是制
造新矛盾。每一笔都要核实清楚了，办成‘铁
案’。”营子村党支部书记赵庆武说。

5月13日，寿光市羊口镇在全镇开展综合
治理集中行动。摸底排查后，营子村梳理出问
题清单，涉及3户社会抚养费欠缴、147笔尾
欠、零星土地被强占、宅基地多占、土地承包
费欠缴五类问题。“我们一直翻到1985年的存
档，有的账目本都泛黄了。”赵庆武说，有的
账目锁在文件橱里时间太久，钥匙都找不到
了，大家只能撬开文件橱。

账目弄清了，营子村决定从清理尾欠这个
最突出、最难解决的问题切入综合治理工作。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我们把五类问题分了
步骤，先解决尾欠问题，不交叉处理。”赵庆
武说，有的百姓五类问题交叉涉及，打了包处
理就更扯不清了。

营子村把综治工作分类、切块，每一块当
做一个项目，处理完一个再进入下一个。营子
村确定了一条原则，无论是谁，涉及尾欠问题

的，事实清楚的，当场处理，事实暂时不清楚
的，通过两个议事会表决。

“尾欠问题处理很顺利，下一步转向土地
承包费欠缴问题。”赵庆武说。

侯辛村长期面临两个问题，一是2号点的
450亩土地被部分村民长期占用，一是周边企
业用了村里的地却未缴纳承包费。

“对这两个问题，百姓意见很大。”侯辛
村党支部书记侯金山说。

今年2月28日，侯金山提出要解决这两个
问题，班子成员一致同意，也得到羊口镇党委
支持。

2号点的450亩土地是1985年清河油田进驻
侯辛村时占用的。在油井建成后的几年，部分
土地陆续被侯辛村民复垦占用至今。这些占用
户除了未向村集体缴纳承包费外，还占用了油
田兑现的土地污染补贴。

村两委班子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后，侯辛村

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通过了这一决议，随后召
开村民议事会以及全体村民会议。获得了绝大
多数村民的同意后，侯辛村正式决议回收所占
用土地。在村民签署相关文件时，少数占用户
不理解，不配合，不签字。侯金山就和两委班
子成员逐户走访，逐户协调，终于做通工作，
让他们签了字。

如今，这些土地重新回到村集体名下。这
些土地可以承包出去，承包费算作集体收入，
也可以平均分配到户。侯辛村认真研究了这两
种意见，最后通过全体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
过，土地分配到户。“分配到户的意见占大多
数，我们遵从村民的意见。”侯金山说，这些
土地让侯辛村人均增加3分地，一户就增加约1
亩地。油田的土地污染补贴，由村集体统筹。

“30多年的难题，一个月就解决了。这届
村班子可办了件大事。”村民侯惠民说。

第一个难题解决后，侯辛村开始着手解决
第二个问题。侯辛村梳理出了这些企业名单，
以侯金山为主，逐个企业跑。一次进不去门，
就去第二次，第三次。

到目前，侯辛村已经与2家企业和1家盐场
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每年为村集体增加17 . 5
万元的收入。“其他企业，还在跑动洽谈中。
今年要和所有占用村集体资源的企业、鱼塘、
养殖场重新签订租赁合同，规范村集体资产使
用制度，维护村集体经济利益。”侯金山说，
“这样，村集体就有了做其它事情的经济基
础。”

“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之后，羊口镇各村
（居）积极行动起来。我们准备用五六月份的
时间，切实打赢农村综合治理这场攻坚战。”
羊口镇党委书记吴广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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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 波

6月15日，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诗
意田园生态农场内，寿光人于长乐带领河北的
朋友参观。“在这里，我想起了小时候，逮鱼
摸虾，爬树够花，去田里摘瓜，其乐无穷。”
于长乐说。

诗意田园生态农场项目正在建设中，目前
休闲垂钓区、智能温室采摘区、露天赏花采摘
区已成规模。该项目以“生态农场”和“诗意
田园”为主题，规划建设育苗区、无土栽培大
棚种植区和拱棚种植区等，配套建设休闲观光
生态长廊、田园生活馆、亲子乐园、乡村铺
子、农场雕塑、乡愁苑等旅游板块。

诗意田园生态农场项目原来是一个光伏发
电项目基地。由于资金链断裂，这个项目建设

到一半的时候搁浅，从此成为一块闲置资产。
如何再利用起来？双王城党工委对此进行

了重新规划。双王城的主导产业是生态旅游，
这块闲置土地正好位于巨淀湖和林海生态博览
园两家4A级景区的中间。于是，双王城引进寿
光农发集团合作开发建设。

双王城党工委书记王学江说，诗意田园项
目完工后，将与辖区内的巨淀湖、林海生态博
览园串成一线，成为寿光全域旅游和现代农业
发展的集中展示区和山东（寿光）农村干部学
院的教学实践基地，进而实现一、二、三产业
的有效融合，成为“新六产”示范园区。

农村干部学院培训基地距离诗意田园生态
农场不到2公里。该学院分为两期建设，目前
一期项目基本完成。记者看到，学院内的酒
店、公寓、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已经建
好，景观、雕塑，即将完工。

据介绍，农村干部学院集教学、办公、食

宿于一体，包括综合楼、餐饮楼、接待中心、
学员公寓、科研楼、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纪念
馆6栋建筑。学院共配备客房253间，可同时满
足约1500人就餐、500人住宿。该学院还配有
羽毛球场、乒乓球室、健身房、阅览室等休闲
娱乐设施。

农村干部学院培训基地的前身属于烂尾
楼。双王城结合园区红色文化优势，顺应当下
红色教育与农村干部培训的广泛需求，抓住组
织部门拟建山东（寿光）农村干部学院的机
遇，将5 . 2万平方米的基层党员干部实训基地
改建为山东（寿光）农村干部学院。

王学江说，重建后，为培训基地注入了新
的生命力，即节省了资金和物力，又让闲置资
产“活”了起来。学院与巨淀湖景区相辅相
成，既是景区的扩容，也为景区带来了客流，
宣传了景区。

结合地下卤水地热资源，双王城对原盐业

博物馆闲置建筑及地块，引进台湾阜康营造股
份有限公司实力投资商，并与河北霸州茗汤温
泉合作，建设盐文化温泉度假村。

“作为一个以生态旅游为主导的园区，温
泉度假村、滑雪场的出现既填补了我们冬季旅
游的空白，又让双王城的生态旅游增加了多彩
的一笔。”王学江说。

据了解，双王城还对老卧铺油毡厂等3家
倒闭企业的闲置土地进行拆迁，引进了生产高
端湿巾、面膜的项目。该项目占地面积90亩，
总投资2 . 8亿元，目前正在安装设备，明年4月
即可投产。项目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2 . 1亿
元，实现利税4520万元，带动120人就业。

“结合园区实际，挖掘资源优势，我们对
园区内闲置资源进行了科学激活与盘活，有效
释放了园区闲置资源的利用价值，强化了生态
旅游和红色培训产业链的聚合度与匹配度。”
王学江说。

逮鱼摸虾 爬树够花 田里摘瓜

田园农场诗意浓

羊口镇展开农村综合治理攻坚战

被侵占30多年的土地收回了

寿光975个村全面开展孝心村建设

一场饺子宴，老少俱开颜

□丁波 报道
寿光市羊口镇侯辛村，村民们在缴纳所欠村集体款项。

□石如宽 报道
6月17日，寿光善德公益团队义工为三座楼村老人义务理发。

□ 本报通讯员 杨 超 李长安

“这些年我放松了党纪国法的学习，纪律规
矩意识淡薄，一步步的迷失了自我，在城中村改
造中我利用手中的权力，用集体和村民的利益换
取个人的利益，对党对国家对村集体和家庭造成
很大的伤害，自己也失去了自由，现在后悔莫
及……”这是寿光市圣城街道某村原党支部书记
张某某在寿光市近期拍摄的警示教育片《正风肃
纪永远在路上》里的深刻忏悔。

为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寿光选取
党的十八大以来该市查处的20起党员干部违纪违
法典型案例，拍摄制作了警示教育片《正风肃纪
永远在路上》，分重拳惩治领导干部腐败、驰而
不息正风肃纪、严查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三个章
节，通过工作人员讲述，当事人现身说法，警示
教育全市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
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寿光市环保局干部盛中华在观看完警示教育
片后深有感触，“片中案例对我震撼很大，因为
4名党员干部的不认真履职尽责，导致违规处置
废酸，严重破坏环境，修复环境损失人民币高达
190余万元。这4名党员干部均受到党纪国法的严
惩。这些身边人的案例，给我以深刻警示，作为
公职人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任其职就要尽其
责，坚决做到坚持原则，担当尽责。”

“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不是目的，我
们把典型案件拍摄制作成警示教育片，以案释
纪、以案说法，通过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对于更
好发挥查办案件治本作用，传递正风肃纪永远在
路上的强烈信号，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寿光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霞说。目前，
寿光将警示教育片制作成光盘，发放到该市15个
镇街区、100多个市直部门单位，利用5月、6月
两个月时间，组织开展“以案明纪”警示教育月
活动，让每一名党员干部接受警示教育。

寿光“以案说法”
教育每一名党员干部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6月17日下午2点，寿光市营里镇孙河南村，
孙文志把刚刚摘下的小西红柿运出大棚，来到距
大棚100米的寿光市老黄牛土地合作社收购点。
检验品质、过称、收钱，不到10分钟，孙文志就
卖完了小西红柿，拿到现金。在今年1月，孙文
志得开着三轮车去15公里外的垒村市场。“我们
是新建大棚，当时没有来收购的，只能去别处
卖。”孙文志说。

“我们党支部研究成立合作社，注册了商
标，联系收购商，帮着菜农走品牌化道路。”孙
河南村党支部书记孙洪坤说。

孙河南村地处寿光北部，农作物以小麦、玉
米为主。近年来，由于种植粮食作物收益低，越
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外出打工。“种粮食亩均年产
值只有700元左右，所以大家都没有种田的积极
性了。前几年，我们组织调地，全村1580口人，
要地的只有240人。”孙洪坤说。

借助寿光大棚“两改”机遇，2017年孙河南
村建设500亩的大棚园区。孙文志辞去企业的工
作，去年8月回村投资23万元建起150米长37米宽
的新式大棚。“我们的小西红柿是盐碱地上长出
来的，口感独特，品质很好，但就是卖麻烦。”
孙文志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今年5月5日，孙河南村
成立老黄牛合作社。合作社由村党支部领办，并
负责经营管理，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等民主选
举产生。孙洪坤当选为合作社理事长，其他两委
干部为合作社理事或管理人员。老黄牛合作社还
对菜农提供对比种苗、协调农资、提供技术、联
系市场等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有了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我们就有了主
心骨，现在大家干劲更足了。”孙文志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营里镇共有13个村党支
部新领办注册了专业合作社，总注册资金达2500
余万元，9家已达到省级示范社标准并投入正常
运营，形成了果蔬、苗木、土地、粮食、农机5
类专业合作组织，拥有会员5600余人，带动起周
边种殖专业户2300余家。

营里镇东中疃村，从1996年开始种植大棚西
红柿。因为土质条件好，西红柿口感好、品质
好，但效益并不高。“一方面因为管理粗放，西
红柿品种老化，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专业市场，导
致销售不畅。”东中疃村村民李佐东说。

为解决这一问题，东中疃村党支部书记、寿
光市翠丰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俊芹和党员干
部通过外出考察对比，带头改良了西红柿品种，
发展高端西红柿种植，后又引进寿光菜农之家合
作社联合社。经过科学种植管理，西红柿质量有
了大幅度提升。今年，翠丰合作社统一注册了
“优翠丰”西红柿商标，通过了相关认证，使合
作社的西红柿顺利进驻东营的大超市。“农超对
接后，不仅解决了我们的销售难题，而且西红柿
价格由原来的每斤低3角变成了高3角。仅此一
项，每亩地就能增收15000元。”李佐东说。

目前，营里镇的“党支部+合作社+X”的模
式，正在向各个角落丰富和延伸。营里镇党委副
书记陈建君说，村党支部通过领办合作社，真正
站在农村经济发展最前线，成为产业发展的领导
者、推动者和服务者。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难卖的蔬菜畅销了

寿光市营里镇老黄牛合作社社员在管理大棚
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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