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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篇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朱 虹 亓莹莹

5月28日，在莱芜市钢城区颜庄镇无纺产
业园佳和土工合成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里，一团团如桑蚕丝般洁白柔软的特殊纤维
经过流水线，变成了一张张高强度土工布。
这些土工布将被运往湖北枣阳，用于郑万高
铁的轨道路基建设。

郑万高铁是联系华北、华中和西南地区
的主要高速客运通道。这一标段，佳和公司
中标20万平方米，这次发货量3万平方米。公
司同步运作的，还有鲁南、京沈、成兰等15
条高铁项目。

“现在公司去投标，很受中铁、中建等国
字号企业认可。全国四分之一在建的高铁，铺
的都是我们企业产的土工布。”总经理赵波说。

企业自信的背后，是几年来不断摸索、
不断创新积累起的核心技术。

4年前，佳和公司还在土工材料等低端常

规市场上找饭碗，虽然技术含量低、利润不
高，但销量大，每年也能有上百万元收入。

在企业发展顺风顺水的时候，赵波却开
始为企业下一步发展方向探路。“低端同质
化的产品，没有市场话语权，不能只满足于
眼前的利益。”赵波说。

正在这时，颜庄镇开始规划建设无纺产
业园。镇上负责招商的机关干部找到了赵
波，希望他和企业能落地无纺产业园，鼓励
他瞄准高铁市场上配套项目。

“高铁之所以又快又稳，关键就是无砟
轨道技术。”赵波说，区别于传统铁路，无
砟轨道采用混凝土、沥青和土工布合成的方
法建设而成。如果能生产出高强度的土工
布，未来市场将无比广阔。

看准这一点，赵波投资300万元新上了高
强度丙纶土工布生产线，开始从原材料、设
备调试、生产工艺等各个环节试验摸索。

样品生产出来后，企业又与北京铁路检
测中心、国家塑料检测中心等权威部门对

接，做试验，改技术，最终掌握了高强度丙
纶土工布的生产工艺。

“从低端土工布到高铁专用土工布，产
品附加值提高了5倍。”赵波说。

趁热打铁，赵波又在无纺产业园里投资
新建了佳新纤维有限公司，生产高强度丙纶土
工布所用的原料聚丙烯纤维，节省原料采购成
本。

在无纺产业园内，像佳和这样科技含量
高、带动能力强的新宜佳地毯、众信汽车内
饰、雅文地毯等10余家企业，已成为颜庄镇
无纺产业的顶梁柱。颜庄镇也初步形成了从
瓶片塑造颗粒加工到涤纶短丝、长丝各类纤
维制品再到工布、土工膜、地毯、汽车内饰
毯等各类终端产品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条。

“这两年，我们实现无纺产业产值20多
亿元，安排就业3000余人，未来，我们要把
颜庄无纺产业特色小镇建设成全国高端无纺
项目集聚洼地，在这里，实现无纺新产品新
技术的转化。”颜庄镇党委书记刘永泉说。

从低端土工布到高铁专用土工布———

产品附加值提高5倍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鸿儒 孔浩

5月7日，莱芜市钢城区汶源街道长胜村，
廉政文化广场空地上码放着刚运来的面粉。75
岁的村民刘才富从村委签完字后，村干部用小
推车装上面粉给他送到家中。

“65岁以上的老人，每个季度免费领50斤
面粉。”刘才富说这是村子里的福利。

其实，给老人发福利好几年前就开始做
了。但是，长胜村老人能吃上称心如意的面
粉，过程却颇为曲折。

几年前，长胜村还是个穷山恶水的“雕
窝”。穷则思变，村里下定决心治山、治路、
治穷，如今变为家家户户住别墅、村民家门口
挣工资的“金窝”。为照顾老年人的生活，村
里考虑先从温饱入手。

2014年9月，长胜村为村中38名65岁以上的

老人免费办起了公共食堂，但吃饭要在规定时
间。制度执行不到两年，有村民提意见：“吃
饭时间不统一，让很多老人错过了饭点。”
2016年5月，村里取消老年食堂，改为每天中
午与晚上为每位老人各发放两个馒头。

一年半后，又有村民提意见：“每天雷打
不动4个馒头，而且老年人饭量不大，很容易
造成浪费。”

给老年人发福利原本是一件好事，为什么
却落得一身埋怨？

正当村支部书记董昌云寻找答案时，莱芜
市创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示范点”活动于
2017年7月开始了，长胜村进入了候选名单。
莱芜市、区纪委的同志多次到长胜村调研指
导，董昌云借机请教。纪委的同志指出了其中
的要害：为村民办好事，村干部不能拍拍脑袋
就干，一是应该广泛吸取群众意见，二是办事
程序要公开透明。

董昌云豁然开朗。正因刚开始未与村民商
议，办理过程中始终是村中干部自己决定，所
以造成“馒头风波”，费了力却不讨好。

村里为此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经村“两
委”会商议、村民会议决议，最终决定由发放
馒头改为发放面粉。

有了这次“面粉福利”事件，长胜村“两
委”在之后的惠民工程中，转变了方式方法，
他们把坚持过程透明当成铁的纪律。山路护栏
安装，村民家家通天然气、自来水，建设乡村
记忆馆，这些为民的实事都是在村民的参与、
监督下完成。工程干得清清亮亮、干干净净，
干部们也经受住了廉政考验。

莱芜市纪委开展的“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示
范点”创建活动成了规范基层单位党务和政务
工作的真正抓手。全市在机关事业单位、服务
窗口站所、农村社区，对照“政治能力强、班
子形象好、工作标准高、廉政制度严、纪律作风

硬、为民服务实”的创建标准，创建了12个“基层
党风廉政建设示范点”，提高了班子干部队伍的
政治素养、决策水平和廉政意识，坚定了干事
创业的信心和决心，增强了各项工作的推进
力、执行力，得到了群众的满意和充分肯定。

“通过开展示范点创建活动，我们打造出
了一批亮点突出、特色鲜明、带动效应明显的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示范点，充分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带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水平提升，成
为全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的一项重要工作机制，对经济社会
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莱芜市纪委党风政风
监督室主任杜燕说。

今年下半年，莱芜市纪委将在已经形成的
十余篇调研报告基础上，根据各示范点的实际
情况，推进切实可行的提升工程，并提供一定
数量的经费支持，补足短板，打牢各示范点的
工作基础，放大示范效应。

长胜村给村民办好事却落埋怨，莱芜市纪委及时“支招”———

“面粉福利”的曲折由来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鸿儒

5月18日清晨，一阵鞭炮声打破了莱芜市
莱城区高庄街道张家庄村的宁静。蜿蜒山径
通向通红拱门，一对新人在众人簇拥下，拜
过天地，步入洞房。

村党支部书记李传庆介绍：山旮旯里的
刘刚能娶上媳妇，不易。

张家庄村位于莲花山北麓，村民多靠种
花椒、花生、玉米为生，属于市级贫困村。
山里人的婚姻无所谓爱情不爱情，成个家，
生个孩子，这就是婚姻。

在过去，青年男女到了年龄，媒人给介
绍个条件相当的就成家了。但刘刚是大山沟
里的穷小伙，且身体有恙不能出山打工，一
台旧彩电就是家里最显眼的电器，致其一直
娶不上媳妇。

2013年，山东五福茶业有限公司在村里
启动了“齐鲁干烘莲花山万亩生态茶园”种
植项目，并建设茶园旅游观光地。去年5月
份，莲花山茶旅小镇项目列入莱芜市第一批
市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茶园吸纳附近村民
就业，刘刚得以就近打工，不久，他跟茶园
里一名采茶姑娘相识相恋，喜结连理。

茶园建立之初，筹备组对张家庄村调查
后发现，尽管贫穷，但老一辈村民依然对这
片祖祖辈辈生存的地方有着深深的眷恋。

75岁的刘高才是村里的老党员，“年轻
时饭吃不饱，地瓜叶也要留到冬天吃。”刘
高才回忆，“现在年轻人为生活都往山外
走，村子都不热闹了，可我们这些人不愿
走，因为根在这儿。”

“唯有产业振兴，才能乡村振兴，做好茶
旅小镇项目，带动村民脱贫致富也是企业责
任。”山东五福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守祥说。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村里反复与当地政
府和企业协商，努力让村民得实惠，让企业
多雇用当地劳动力。

“种上两亩玉米，纯收入还不到1000
元。”王秀香今年61岁，丈夫前些年去世，
家中还有90岁的老人需要照顾，平时靠种玉
米为生。这几年，王秀香成为茶园工人，平
时拔拔草、松松土，一天能有50元收入。
“干活时间灵活，一年额外收入4000元很轻
松。很多人都破万元。”王秀香说。

在茶园文化长廊里，有一组村民的采茶
照，这是茶园建成第一年，从城里找来摄像
师拍摄的。“要记录下村民脱贫致富的奋斗
历程。”李传庆说。

正是因为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莲花山
茶旅小镇才建设得十分顺利。截至2017年
底，已发展茶园1260亩，今年又流转了200
亩，又吸纳了20余人就业。

莲花山茶旅小镇带动贫困村产业振兴———

穷小伙娶了采茶姑娘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7月15日，在莱芜市雪野旅游区雪野镇富
家庄村东面的毛家寨山上，来自济南的李先
生一家正在采摘蜜桃。这个山以前是个荒
山，如今却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花果山”。

让这里发生变化的是富甲庄园的老板房
增利，他把20多年的积蓄都投在了这个山
上。

房增利是土生土长的雪野人，这些年，
一直在建筑行业打拼，每次回家，都会到周
边的山上转转，像小时候一样，捡蘑菇，拾
柴火。前几年，朋友总劝他到海边买套房

子，把老人接过去颐养天年，以后可以留作
自己养老用。房增利表面上点头，心里却想
着老家的山水。

2015年，与钢筋混凝土打了半辈子交道
的房增利，承包了富家庄村流转的1000亩山
地。“小时候就满山上跑，回家承包山地
后，仿佛又找回了儿时的记忆。”房增利
说。

2016年，雪野镇提出打造休闲养生度假
小镇，这回房增利对承包的山地又有了新的
打算——— 他把积蓄都投到富甲庄园里，发展
休闲农业。2017年7月，雪野康养休闲小镇被
列为省级特色小镇重点打造，房增利觉得自己
的选择是对的，哪儿都不去就在雪野养老。

如今，富甲庄园成了雪野康养特色小镇
里的重点项目之一，主要建设综合管理服务
区、特色生态养殖区、特色种植区、休闲养
生度假区、森林游赏运动区、各种动物观赏
体验区。

当初，围绕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雪野
镇早就有规定：不能大拆大建，不能浪费资
源，不能破坏生态。“当初回乡就是因为这
里的生态好，这个底线要是守不住，回来养
老的意义就没有了。”房增利说。

修水利、绿化荒山、栽种果树，仅用3年
的时间就让眼前的荒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富甲庄园仅是雪野养生休闲度假小镇的
一个缩影。定位于休闲度假小镇、山水养生
天堂的特色小镇，由红哨子村、胡家庄村、
富家庄村、王老村、官正村、鹿野村、安子
湾村等7个村组成，总面积约9 . 3平方公里。7
个村都围绕原生态来打造，却各有特色。

官正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官正
村，投资10亿元的乐溪谷旅游项目一期工程
已经接近尾声，山谷里19个瀑布组成的瀑布
群已初见端倪。

这个项目是按国家5A级标准打造的，集
自然山水、民俗文化、休闲古镇、游戏娱
乐、餐饮购物、文化演艺、养生养老等为一
体的多业态文化旅游综合体。

“不开山，不砍树，所有的建设都依托
原有的景观打造。”乐溪谷总经理庞华说，
项目建设只给这里的山增绿添彩，绝不破坏
原生态。

“特色小镇的建设要在充分保护生态的
前提下，尊重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基础，统
筹农业生产与旅游发展的一体化发展。”雪
野旅游区党工委书记金宗义说。

做了20多年建筑行业的老板，打起休闲农业“牌”———

“退休后我要在老家养老”

■记者感言

小镇强

乡村兴
□ 于向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特色小镇的建设是

关键。特色小镇不是行政区划单元上的

“镇”，也不同于产业园区的“区”，是以

产业为核心、项目为载体、生产生活生态相

融合的特定区域，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莱芜高度重视特色小镇建设，首批9个市

级特色小镇已基本完成规划编制，正在加快

推进。

本期采访的3个特色小镇，就是其中的先

行一步的典型。莲花山茶旅小镇，建设中依

靠种茶企业启动“万亩生态茶园”种植项

目，并建设茶园旅游观光，吸引当地贫困人

口就业并实现脱贫；颜庄无纺产业小镇依托

颜庄镇当地特色无纺产业实现无纺新产品新

技术转化；雪野旅游区养生休闲度假小镇则

是充分利用山水风光，在保持原真性、生态

性前提下，发展旅游、运动、康养等产业，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宜居宜游的特色小镇。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高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4日，莱芜市公布第五批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12处。备受关注的山地大型石墙遗迹
(鲁长城遗址莱芜段)等4处古建筑入选。

此外，肃然山宗教文化遗址等古遗址1处，龙
字碑等石碑刻1处，文成书局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6处同时入选。至此，莱芜市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达42处。

鲁长城遗址莱芜段

入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报道
本报莱芜讯 截至7月6日，莱芜市钢城区补贴

服务基层大学生186万元。其中，对全区“三支一
扶”高校毕业生工资、一次性安家费、各类保险拨
付104万元。同时，为激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
服务农村，拨付大学生村官专项资金82万元，确保
全区大学生村官各项待遇落实到位。

钢城区186万元

补贴服务基层大学生

6月初，来自济南的游客在富家庄园采
摘桑椹。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报道
本报莱芜讯 6月28日，2018第十七届全球国

家(城市)竞争力分类优势排行榜榜单发布，其中，
莱芜荣登2018年中国最安全城市排行榜。

安全城市的主要标准是：当年无重特大安全责
任事故，社会治安良好，投资环境优越，生产事故
少发，消费品安全，生态可持续发展，能为市民、
企业、政府提供良好的信息网络环境和强有力的信
息安全保障。

莱芜荣登

中国最安全城市排行榜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张群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6日，省林业厅、省财政厅联
合行文下达2018年全省国家农业综合开发林业项
目，钢城区优质瑞蟠桃示范基地项目获批，成功申
请到国家、省级财政补助资金256万元。

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钢城区辛庄镇天井峪村，
主要建设优质瑞蟠桃生产基地500亩及水、电、路
等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可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提高土地生产潜力，促进地区果品标准化、规模化
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对当地经济林的建设和发展
起示范带动作用。

莱芜新增国家农业

综合开发林业项目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9日，在全省造林绿化十大工

程工作中，20个乡镇被授予“山东省森林小镇”，
其中，莱芜市雪野旅游区雪野镇获评。

我省森林小镇认定核心标准是森林覆盖率，要
求在平原区森林小镇的森林覆盖率要达到15%以
上，丘陵区20%以上，山区30%以上。雪野镇大力
推进乡村绿化，累计造林4万多亩，森林覆盖率达
到了71%，局部地区房干村森林覆盖率达90%。

雪野镇获评

“山东省森林小镇”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莹莹 高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7月6日，莱芜市将文物安全纳入
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测评。

此外，莱芜市还将文物安全工作纳入下一级政
府年度考核，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纳入文
化强省建设先进区评选，纳入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街区审查、评估，纳入消防安全考核等考评体
系。同时，将重大文物安全隐患、事故和违法案件
列为市政府督察重要事项，每年对全市文物安全工
作落实情况开展一次督察。

文物安全纳入

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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