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赵文存 赵洁

（一）

“真没想到能请到程教授这样的行业顶
尖专家，真是受益匪浅啊！”7月7日，在2018“千
人计划”专家新泰行活动现场，来自山东泰茶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刘孝平激动地说。作为
一名公司负责人，刘孝平过去也参与了不少
类似活动，可唯独对这场“专家行”尤为重视，
原因何在？

原来，这家当地农业龙头企业，自2013年
创建以来，虽已发展成北方最大的单体茶园、
全国最大的有机茶园，可困扰企业多年的土
壤贫瘠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而这一
问题正逐渐成为限制企业发展的瓶颈。

这几年，刘孝平走了不少路，问了不少
人，用了不少方，都未见效。如今，见到了被国
内称为土壤修复领域第一人的程功弼博士，
让他喜出望外。

“程教授带来的项目课题恰能很好解决
泰茶万亩茶园土壤贫瘠亟待修复的问题。”刘
孝平感慨道，“困扰企业多年的问题今天终于
有了解决方案，感谢政府给予我们这些农业
公司接触专家的机会。”

据了解，活动当天，泰茶公司就与程功弼
的团队签订了合作协议。

“一个土壤问题，企业花了五年时间都未
能解决，究其根本是人才匮乏。”新泰市委组
织部副部长、市人社局局长侯诗荣说，“这看
似是一个农业龙头的个别事件，反映的却是
整个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所遇到的人才问
题。”

（二）

为弥补农村发展的人才短板，近两年，新
泰在引人育人上下了真功夫。

今年3月，当地制定出台《新泰市人才支
撑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政策措施》，即“人
才十条”，着重引进高端人才、外国专家等“五
类人才”。

注重选拔使用实绩优秀干部，形成人才
向农村一线倾斜流动的用人导向，已先后选
派568名乡镇骨干充实到基层管理区工作，选
聘回乡大学生121人到村任职。

在加强乡村人才的内生培育方面，新泰

通过推行“春潮行动”、“素质技能培训计划”
和实施农村创业创新“百村千名带头人”等一
系列培育工程，培养农村实战人才。一大批农
业创客孵化园开始涌现，山东长兴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创梦空间设立展示中心、互联网
+研究中心等六大中心，打造集人才孵化、创
业创新、电子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业创客
孵化园，旨在为乡村振兴输出培养新型农业
技术人才。”7月11日，走进山东长兴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其运营部副经理刘焱指着3000平
方米的长兴创梦空间向记者介绍道。

目前，该公司有员工188人，中级以上农
业技术人员就占了36人，与山农大是战略合
作伙伴、与省农科院等国内多所知名院校、科
研机构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及技术往来，并建
立了院士工作站、科研试验基地上千亩。

这只是新泰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当地以“建设美丽乡村、共创美好
家园”为目标，围绕好产业、好环境、好风尚、好
秩序、好收入“五个好”，实施乡村振兴“54321”工
程，重点做好五大行动、四项机制、三大支撑、两
个规划、一个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这其中规划作为这项系
统工程的“第一道工序”，显得尤其重要。

（三）

“村里有了规划，我们发展的方向就明了。”

龙廷镇掌平洼村党支部书记刘方军告诉记者。
掌平洼曾是“靠天吃饭”的贫困村，如今

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现在，这里凭借错落有致的石头老屋、一口

“腾龙”螺旋井以及独有的自然资源打造出了
独具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

然而，发展看似热闹的掌平洼，背后却有
说不出的苦衷。“其实我们内心是没底的。”刘
方军说，原来，乡村没有发展规划，村“两委”
带领群众只能想到哪，干到哪，今天这里挖口
井，明天那里修条路，不具有建设性，甚至出
现了资源重复浪费的情况。

他告诉记者，曾经他们在广场附近建了
个公厕，费了功夫、花了钱，没出一年就拆了，
因为他们又有了发展的新想法，公厕成了致
富的“绊脚石”。

为了突破发展瓶颈，2017年，该村在市
委、市政府的帮助下，编制了美丽乡村建设规
划。根据规划，村里将设三大旅游分区，分别是
综合服务区、村落旅游区和观光农业区。目前，
在综合服务区内，他们已建成红色接待中心、青
少年教育基地。到了旅游旺季，这里每天能吸引
游客五六千人，村综合收益每年也达到了二三
百万元。掌平洼又驶入了发展有序的快车道。

如今，新泰市已聘请南方建设设计有限公
司编制了全市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同步编制五
个专项规划；聘请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
全市现代农业产业振兴、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等规划；编制美丽乡村和村庄发展“两规合

一”规划。目前，全市已有278个乡村有了规划，
到2020年基本实现村庄规划全覆盖。

（四）

规划再好，不去实施只是空谈。
为此，新泰一方面解决好乡村发展所需

的资金问题，将工商资本引入农业，不仅带动
了现代农业发展投资，还引进了新技术、新理
念、新人才、新市场、新机制，为现代农业发展
带来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引进工商资本87
亿元，整合涉农资金15亿元，涌现出像山东益
客，新泰惠美等一批利用工商资本撬动农业
龙头的典型。

同时由市财政出资1亿元，又联合新农创
注入资金4亿元，成立乡村振兴发展公司，将
扶贫资金集中整合、集中投资、平台管理，真
正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
贫投入新格局。

今年，当地整合200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
并入乡村振兴公司，统一规划建设40个高标
准生态养殖棚舍，产权明晰到村、收益分配到
户，确保收益率不低于8%，将解决周边206个
村4435户贫困群众的“吃饭”问题。

（五）

新泰市树立“抱团”发展思维，在全省成
立首个乡村振兴联盟。

联盟首批由56个成员单位组成，涵盖了
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乡村振兴
重点村。它们将通过发挥联合、服务、促进、交
流作用，推动龙头企业、合作社、特色产业村
之间的交流互动，实现跨界融合、共同进步、
共赢共荣。这其中成员单位山东众客食品有
限公司与新泰宏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联
姻就是典范。

宏成合作社自2009年成立以来，一直从
事肉鸡、肉鸭、生猪的饲养与销售，可伴随合
作社的日益壮大，发展进入拐点，急需创新经
营模式，实现绿色转型。

而众客食品有限公司作为省级农业龙头企
业，自主研发了益客智慧养殖系统，运用物联网
和互联网技术，建成国内首家三层立体笼养鸭
场。这正好能满足宏成转型所需要的技术支持。

在乡村振兴联盟的帮助下，两家单位一
拍即合达成合作。众客食品负责为宏成合作
社提供物联网技术，并进行人员技术培训，目
前，已为其累计培训养殖户1800余人次，培育
发展1000户“生态家庭农场”。

对此，新泰市委书记刘钦海说，“乡村振兴
从来不是靠单打独斗实现的，靠的是协作、共
生，农企要集团化作战，品牌要区域化打造，要
着力构建乡村振兴协同共赢利益共同体。”

新泰：编制一个规划、成立一个公司、设立一只基金、建立一个联盟

“组合拳”打通乡村振兴“堵点”

乡村振兴进行时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薛海波 张德峰 孙欣 报道
本报嘉祥讯 “我叫郝美华，通过镇里的‘党员群众微

助手’，查到了您的联系电话。我的户口已由方道沟村迁至
济南市历城区，现在想把计生档案移交济南，希望计生办给
予帮助。”7月10日，电话接通后，不到10分钟，嘉祥县大张楼
镇育龄妇女管理系统操作员便完成了网上移交，帮助郝美
华解决了计生档案移交问题。“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办成了，

‘党员群众微助手’真是群众好帮手。”郝美华高兴地说。
2018年初，大张楼镇党委、政府搭建了“党员群众微助

手”服务平台。“微助手”将7名管区书记、49名村党支部书
记、27名镇直单位负责人的联系电话一一公开，并设置了

“你问我‘答’”“直接电‘联’”等多个栏目，受理范围包括党
员群众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对镇政府各部门工作职责、
办事程序、政策法规和招商引资的咨询、意见和建议；举报、
提供黑恶势力线索等等。只要群众通过微信“扫一扫”就可
以添加关注，随时可以利用手机进行网上问政、信访举报、
提供扫黑除恶线索、提出意见或电话咨询等。

大张楼镇专门制作了100余块宣传板悬挂在各村显著位
置，印制了11000余份宣传贴，由各村对党员就如何使用“党员
群众微助手”进行培训，通过党员划片负责制，把宣传贴张贴
到每家每户，并手把手教会群众如何使用，确保每一户群众能
够详细了解“党员群众微助手”的各类信息及使用办法。

为切实发挥好“党员群众微助手”服务平台，大张楼镇安
排专职人员对后台进行管理，把群众所反映的问题通过“大张
楼镇党员群众微助手限时办结通知单”及时记录下来，并上报
给镇主要领导批阅后，再转交给各部门负责人限时办结。对于
群众反映的问题，各部门、各村能够第一时间解决的立即解
决；不能第一时间解决的，利用“党员系列活动日”，通过召开
群众代表会议商讨解决；利用“党员系列活动日”不能够解决
的，由村所在服务区研究解决；服务区研究解决不了的，交由
镇党委、政府通过召开党政联席会进行分析研判，拿出具体措
施，并通过“平安周例会”到村进行公开解决。

截至目前，通过“党员群众微助手”服务平台，大张楼镇
先后收到群众反映问题46件，其中咨询类20件，政策类16
件，反映问题类10件，解决46件，满意率达到100%。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李荣新 王甜甜 报道
本报滨州讯 历时2个半月时间，经过北京10余名设计

院专家精心计算和分析，蒲湖院子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出炉，
预计9月份正式施工。

项目占地80亩，2016年底前还是滨城区北镇街道李庄
村、义和村两个村庄的老村盘旧址。为破解老城区发展瓶
颈，北镇街道加快棚户区改造步伐。2016年底，两个村全部
完成腾空拆迁。“两年后，项目13栋高楼拔地而起，可容纳
1000余户市民居住，成为提升城市档次、完善城市功能新的
集聚地。”该项目负责人介绍说。

棚改带来的不仅是生活变化，更是为城市发展腾笼换
鸟，像李庄村、义和村一样，今年6月份，街道的红旗居委会
202户预签全部完成、郭家居委会209户群众主动要求并全
部签订支持棚改承诺书。

两年来，北镇街道先后改造完成村居8个、市属老旧小
区4个，安置居民2622户，建设安置房4438套，共腾空土地
1711亩。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浙江、大连、北京等地的10
余家企业洽谈项目。

“盼棚改已盼了多年，看到政府积极为居民办好事，作
为一名老党员，我带头签了拆迁协议。”北镇街道五四三居
委会66岁老党员王其祥说。

老城区快速发展，伴生出发展无空间、市场无活力、基
础设施滞后等问题。新项目招不来、改造无账算，招商引资
难、经济提速难。北镇街道利用棚改，不但提升城市基础设
施、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而且引入新的发展
业态、释放新的发展活力。今年上半年，北镇街道实现财政
收入14422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65%，超收3327万元，同
比增长43%，增幅跃居全区第一。

“预计未来3-5年，街道将腾空土地2500余亩，高端新型
发展业态项目的集聚落户可拉动投资超400亿元，实现税收
超60亿元。”北镇街道党工委书记韩云勇说。

“党员群众微助手”
让群众少跑腿

滨城区北镇街道：
产城棚改，老区重生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
“大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姜言明 报道
山东泰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拥有全国最大的有机茶园，每到采茶季，上千人都会

在茶园忙碌，图为工人们正在棚内采茶。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张继才 王聪颖

初夏时节，行走在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
西单村的大街小巷，整齐干净的柏油马路、鲜
花绿植掩映下的青砖黛瓦、随处可见的精美
文化墙，构成了一幅最美的乡村风景画。

“久久为功方能善作善成。从改变农村面貌
的‘五化’工程到改变生活习惯的旱厕改造，从
村级事务‘五代理’到合力救助帮扶，历届临淄
区委、区政府坚持不做‘盆景’、营造‘森林’，开
展了系列民生工程，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打
下了坚实基础。”临淄区委书记宋振波说。

“咱农村现在越来越美了，也越来越有品
位了。”望着家门口黛青色的柏油公路，再想
想十年前村里的模样，西单村村民李光深有
感触。十年前，西单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
后，村里连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垃圾、柴火

随意堆放。2009年开始，临淄区委、区政府出
台了实施农村“五化”工程的意见，展开了以

“硬化、亮化、绿化、美化、净化”为重点的农村
“五化”工程，政府投入1 . 3亿元，带动社会投
入3亿元，农村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观。临淄
农村在全市率先全覆盖实现了水泥路面、绿
树鲜花、干道路灯、文明墙绘和“户集、村收、
镇运、区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农村跟
城市一样干净整洁、比城市更美丽宜居。

2010年起，临淄区还连续4年组织区大班
子成员、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村居“五化”进行
观摩点评，做到每村必到、每街必看、实名评
议、现场排名，进一步激发了党员干部、群众
建设美丽乡村的热情。

临淄区推行的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改变
了传统农业耕作模式，解除了农民“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耕作之苦；农村供水合源并网改造
工程，实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解决了农村

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能不能变得更美好”
成为38万临淄农村人关注的问题。

“我们要始终坚持以让群众满意为标准，
更加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坚决兑现民生承诺，
持续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农村建设由‘千村一
面’向‘各美其美’转变。”宋振波公开承诺说。

承诺很快变成了实干。继在全区全覆盖实
施“五化”工程后，临淄区开始将目光转向农民
庭户小院，将目光集中在老百姓反映最突出的
旱厕问题上。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2015年，临淄
区全面展开了农村“旱厕”改造工程，“各级财政
补助后，老百姓几乎不用花钱。”如今，临淄区早
已完成了6万户农村“旱厕”无害化改造，切实改
善了群众的生活习惯，提高了健康指数。

“看病难、看病贵”是基层群众特别是农
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临淄创新区域医联
体模式，全力推进基层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探索出了分级诊疗新路径，大幅提升了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该区将“村居党群服务中心规
范化建设”纳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总体规划，
投入8000万元，对全区400余处村居党群服务
中心进行全面提升；建立起政府提供基本公
共服务、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的救助帮
扶机制，不让一户困难家庭无助；移风易俗
工程坚决破除陈规陋习，倡树文明新风；
“身边好人”选树活动，无缝隙覆盖全区38万
农民。

自2008年以来，临淄区把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摆在突出位置，压茬实施了几十项
乡村民生工程，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届接着一
届干, 有效推动了农业生产模式变革，大幅
提升了农民生活质量。临淄也作为“样本”在
淄博市进行推广，2013年和2017年，山东省“乡
村文明行动”现场推进会、全国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先后在临淄举行，向全
省、全国展示了美丽乡村建设的“临淄样本”。

临淄：久久为功致力乡村振兴
农村建设由“千村一面”转向“各美其美”

2018年7月22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宫 梅 梁利杰

电话:(0531)85193248 Email:dzrbxyb@163 .com 县域 7广告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