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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赵 洁 白 龙

从千亩山林到千亩梨园

新泰汶南镇盘车沟村有个朝阳洞，以这个
朝阳洞为主要景点的朝阳洞景区，每年能给村
里带来上百万元的收益。但当了十几年村党支
部书记的王富山知道，盘车沟村真正富起来，
是从荒山变绿开始的。

朝阳洞存在了上千年，但盘车沟这个山洞
下的小村子却一直穷得叮当响。山路难行，土
壤贫瘠，以前的盘车沟人只能“靠山吃山”，
可盘车沟的山却贫瘠得很。不过，这一切从
2007年7月24日有了改变。

这一天，上任村党支部书记3年的王富山
决定领着盘车沟人再造新山，盘车沟“荒山绿
化工程”正式拉开帷幕。在新泰市林业局的支
持和帮助下，如今，盘车沟山上的3000多亩山
地全部披上了绿装，200万多棵树在十几年间
挤满了盘车沟的大小山头。

山绿了，朝阳洞活了。随着树上山，2008
年初朝阳洞风景区随之开工。“乡亲们拽着绳
子在陡峭的山坡上修出1300多米的石阶，肩挑
人扛建筑用砂、石、砖块、水泥6200余方，修建5公
里的进山公路，打通旅游观光道路4000米，铺设
供水管道500余米。”说起十年前热火朝天的建
设场景和数据，王富山还历历在目。

2010年3月，盘车沟村成立了朝阳洞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经营，鼓励村民入
股，吸收股金80万元，当年门票收入达到60万
元。如今，朝阳洞景区每年的门票收入就有
100多万元。也正是景区的建成，让盘车沟村
的老百姓过上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

“2010年开始建设社区，一期13栋楼，住进去了
400多户。”王富山说，现在社区的气和暖也都是
统一供应，就连村里的村民不少都在景区上班。

盘车沟村不仅仅靠朝阳洞活着，这几年发
展起来的中草药种植产业真正让大伙共同致了
富。45岁的村民刘允良连种带包了26亩地，地
里多是丹参、白根等中草药，“一亩地能有一
两万的收入”。而如今，盘车沟村里已有数百
户村民种了1800多亩中草药。发展了高效农
业，村民腰包鼓了，但王富山和村里的班子成
员并不满足，山脚下的1000多亩还得用好。

4月初之前，朝阳洞景区和盘山沟村之间
的1000亩山坡地种上了56000多颗梨树，“千亩
梨园”项目正式开启。王富山算过一笔账：
“预计到第五年梨园亩产可达万斤，按照本地
每斤2 . 6元的价，每亩地收2万元不成问题。”
为了鼓励村民种梨树，村里决定免费供苗、集
体统一管理两年，“等结果后再还给村民”。
为了支持盘车沟村的“梨园大计”，新泰市林
业局再次伸手相助。“按照政策，我们每亩地
补贴500元，一共补了50多万元。”新泰市林业
局副局长高洪德说，从支持荒山绿化到支持发
展梨园经济，只要能振兴乡村、造福于民，政
府会在政策和资金上鼎力支持。

当然，盘车沟的梨园经济并不单单是种
植。“正准备投资办厂，搞梨汁、梨酒等产品
加工。”王富山说，后期梨树长成规模也是一
大景点，将围绕这个点继续发展旅游经济，并

建设梨花古镇特色商业街。

借力“工商资本下乡”

一个月能拿2000多元的工资，新泰市羊流
镇朝阳村村民刘培连直呼“没想到”。6年
前，朝阳村村里的地有一半是难以耕种的荒岭
地。当地农民多以种花生和地瓜为生，人均年
收入才几百元。

羊流镇朝阳村是个小村，一共375口人。
但如今这300多村民里有100多人到新泰惠美农
牧有限公司（下简称“惠美农牧”）上班。
2012年开始，惠美农牧在羊流镇陆续流转了2万
多亩地搞生态种养基地，朝阳村的900亩耕地
和800多亩荒岭地就在其中。刘培连家的地也
流转了，按照每亩500元的承包标准，她每年
能拿到2500多元的承包费。不仅如此，刘培连
还被公司聘为管理联络员，每月还拿2000多元
的基本工资。

朝阳村土地流转得到的实惠还有很多，惠
美农牧总经理吴爱杰说，每年公司仅仅用在朝
阳村的费用就达到200多万元。“除土地租金
和村民工资外，每年按节气还给村民发些油、
面等物资福利。”吴爱杰说，现在村民实际上
相当于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到基地建设中，

发福利算是股东分红。
惠美农牧靠着新泰市林业局的苗补等政策

支持，6年来绿化了数千亩的荒山荒岭，修建
了盘山公路，原先的荒坡成了果园。吴爱杰
说，现在惠美农牧基地重点搞林下间作，林下
茶、林下中药材、林下百合等是公司的主要种
植项目。“百合有6000多亩，茶有3000多亩，
牡丹有1000多亩，藜麦有5000多亩，还有1000
多亩的果园；其他是养殖区和绿化林。”吴爱
杰说，百合是企业的主打产品，现在已经在搞
深加工，百合干、百合粉、百合酒等产品已经
上线投产。

让周边老百姓得实惠

不仅如此，如今惠美农牧的旅游服务业也
开始崭露头角。“去年‘五一’前后，由于还
没准备好，本来不打算开园。没想到那几天来
了上万人，都是冲着漫山遍野的牡丹花和百合
来的。”吴爱杰没想到花的魅力如此大，发展
旅游服务业成了他更坚定的计划。如今一间间
古朴的民宿正在百合园边拔地而起，再过几个
月，惠美农牧的旅游住宿和餐饮问题就能解
决，到那时游客吃住玩的需求将会得到最大程
度满足。当然，朝阳村的村民也有了新的工作

机会和挑战，从农业到服务业，从地里走出来
到门前桌上，这不仅意味着村民们需要转换工
作和生活习惯，还将更大幅度地增加个人收
入。

45岁的村民王兆菊现在在基地负责浇茶、
锄草等细碎活，每月也有上千元的收入，但是
要说不干地里活也能拿工钱，她心里更乐意。
如今，王兆菊的梦想不再遥远，志在通过产业
融合打造田园综合体的吴爱杰正在一步步落实
他的“135”工程。“我们准备复制100个生态
种养基地，搭建300家基地直供超市，发展5万
名会员。”吴爱杰说，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些直
供超市，全部实现基地产品直供，正在发展会
员。“这个工程做好了，我们的东西不愁销路，我
们的基地就会越做越好，这需要我们和周边村
民共同努力以及政府的支持。现在村民和公司
是利益共同体，以后我们将是命运共同体”。

为了支持惠美农牧做大做强，让周边老百
姓得到切实的实惠，当地政府通过相关政策，
给予项目扶持资金2800多万元。“惠美是工商
资本下乡带动乡村振兴的典范，政府会在政策
和资金上给予一定倾斜。”新泰市林业局局长
李秀新说，乡村振兴是盘大棋，要靠政府政策
引导、企业资金助力、农民参与并最终受益才
能达到振兴目的。

□记 者 刘培俊
通讯员 肖根法 朱丽媛 报道

本报新泰讯 初夏时节，绿意盎然。走进
新泰市小协镇南岭村，映入眼帘的是宽阔平整
的水泥道路，道路两旁玉带拂柳，库边荷塘荷
风水韵，恬静优美的库区风光与静谧祥和的乡
村生活相映成趣，仿佛置身江南小镇。

“俺村以前大街小巷都是土路，路面坑坑
洼洼，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群众怨声载
道，村集体没有钱，再急也没有办法。自从美
丽移民村建设后，俺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路修了，环境好了，原汁原味的传统村落
再现，群众都交口称赞。”新泰市小协镇南岭
村党支部书记牛兰芹说。

南岭村是小协镇最小、最偏远的山区村，

由于东、西、北三面环绕光明水库，是典型的
湖畔村，库区整体搬迁村。全村共139户390
人，耕地面积100亩，荒岭面积1100亩。近年
来，水利部门利用库区移民扶持政策，对该村
大力扶持，发展核桃种植，走出了一条特色产
业富民强村的新路子。核桃年产值达260万
元，村集体收入15万余元，人均增收8000元。

村民富了，村庄美丽等要求随之而来。
2017年，水利移民扶持资金200万元，打造南
岭“美丽移民村”。为此，重点建设完成了幼
儿园、文体广场、村内道路、村庄绿化、亮
化、安装净水机等工程。

项目竣工以来，深受全体村民和社会各界
的好评：幼儿园建设改善了办学条件，提升了
办学水平，自新幼儿园使用以来，新增加入园

儿童二十多人，比改建前增加三分之一，使山
区的孩子拥有了城市儿童的教育环境；文体广
场建设，满足了村民的休闲、娱乐、健身需
要，每天一早、晚上来广场健身的人络绎不
绝，附近村庄的也常有人来；村内道路建设以
及绿化亮化工程大大加快了乡村文明进程，使
该村的乡村文明建设直接步入全镇前列；净水
机的使用满足了村民对饮水水质提升的需求，
卫生、方便、快捷，保证了全村的饮用水安
全。

南岭村“美丽移民村”建设项目，极大地
改变了南岭村的村容村貌，美丽的南岭村不仅
有了产业支撑，并且幼儿园、敬老院、卫生
室、文体广场等基础设施功能日臻完善，为下
一步发展乡村旅游打下了坚实基础。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王刚 报道
本报新泰讯 6月20日上午，新泰市食药监

局、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展餐饮环节食物中毒事故
应急处置演练活动。演练模拟5名群众在医院食
堂用餐后，相继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食物中
毒症状。整个演练分为事件报告、事故响应、现
场调查与控制、事故原因查明和应急响应结束等
五个科目。

根据演练方案，新泰市食品安全应急指挥中
心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响
应，及时指派执法人员分赴食堂及医院。执法人
员对事故食堂食物留样、原料购进、加工制作过
程、场所卫生、人员健康情况，以及医院救治和
中毒群众情况，开展询问调查，进行采样取证，
并会同相关单位分析事故原因，采取针对性措
施，控制事故蔓延，避免事态扩大。通过演练，
显著增强了执法人员和医护人员食品安全事件应
急处置意识和能力，为及时、高效、科学、规范
处置食品安全事故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王庆邦 报道
本报新泰讯 为进一步完善新泰城市服务基

础设施、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位，日前，
新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向阳路与新甫路路口非
机动车辆等候区架起了“遮阳棚”，形成了非机
动车道上的“人造绿荫”。

首批非机动车道遮阳棚，为白色双立柱、半
弧形棚顶，耐久性和安全性都比较好。“文明城
市的创建越来越人性化了，装上遮阳棚，在路口
等红绿灯时，天热挡太阳，下雨还可以躲雨。”
从这里经过的市民李女士高兴地说。

“搭建一个遮阳棚，可能是一个小工程，但
对老百姓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们希望
通过遮阳棚试点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美观度，还能
引导市民群众文明出行，争做文明市民。”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据了解，这次
遮阳棚建设只是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一个试点，
后期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还会在路况条件适合，并
且人流量较大的路口陆续规划建设，努力将“遮
阳棚”打造为新泰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村容村貌不断改观 基础设施功能日臻完善

“移民村”变身美丽乡村升级版

昔日穷山沟如今变成“富山川”

新泰：林业改革推动乡村振兴
◆被列为全国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

范区的新泰，紧紧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
大战略机遇，发展森林旅游、林下经济、特
色经济林等绿色富民产业，更好地发挥林业
在改善乡村生态和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重要
作用。

新泰组织开展食品安全

事故应急处置演练

为市民搭建

“人造绿荫”

□刘培俊 邵峰 张园园 报道
6月14日是第十一个全国“信用记

录关爱日”。为提高社会公众的信用意
识，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当日上
午，新泰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了“信用日
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
摆设展板、发放宣传单、设置咨询台等
方式，向群众宣传诚信的重要性，并与
群众进行互动交流，增强了群众的信用
意识，对群众自觉养成诚实守信习惯起
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活动当天，共发
放宣传单1500多份，接受现场群众咨询
200多人次，受到市民的点赞。

“信用日”宣传

获市民点赞

□记 者 刘培俊
通讯员 崔仲恺 邵 峰 报道

本报新泰讯 6月26日，泰安市雅邦工贸有
限公司的“雅邦斯诺尔ABSNER及图”商标被国
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成为新泰市继

“金斗山”“春潮”“阳和及图”“华泰及图”“青云山”
“薪薪及图”后第七件中国驰名商标。

除了强大的维权效能，驰名商标具有不可估
量的商业价值，直接体现在金融机构对企业质押
融资授信额度的提高。2012年，山东春潮集团有
限公司凭借驰名商标“春潮”的高信誉度，与新泰
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完成了泰安首例、全省信用社
系统首例以商标为质押物的融资活动，融资额达
1500万元，为春潮集团提供了巨大的资金保障。
“以驰名商标来激励保护企业快速发展，只是新
泰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实施品牌战略、打
造“品牌新泰”的一个缩影，同样的规划还体现
在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马德里国际商标、山
东名牌、“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培育等工作
中。”新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单光杰说。

深耕品牌战略

打造“品牌新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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