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7月2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杨鹏 王志浩

总编室传真:(0531)86424205 Email:dbzbs@dzwww.com要闻2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3日讯 今天下午，副省长于国安检查指导第10号

台风“安比”防御工作。
于国安先后来到省气象中心、省防汛抗旱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台

风最新动向、各地降雨、防御措施落实情况，并分别与临沂、潍坊、东营
市防指负责同志通话，现场调度防汛抢险有关工作。他强调，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按照刘家义书记、龚正省长批示要求，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思想，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全力以赴把各项防范措施
做细做扎实。要严密监测雨情，强化巡查值守，及时组织危险区域群众
转移避险。要进一步落实应急保障，抢险救灾物资要准备就绪，应急抢
险队伍要严阵以待，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迅即展开抢险救灾，最大限度
减轻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山东“三辣”：小作物“长”成大产业

我省扎实做好

台风“安比”防御工作

□ 本报记者 赵洪杰 于向阳
吕光社 王浩奇 晁明春

本报通讯员 张鸿儒

“世界生姜看中国，中国生姜看莱
芜”。莱芜常年种植生姜面积20万亩，总
产50万吨，是全国最大的商品姜生产、加
工、出口基地。2016年11月，莱芜生姜进
入全省首批知名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目
录，并在当年从全国360个农产品地标品
牌综合竞争评比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
果菜产业十大最具影响力地标品牌。

山东小作物大产业的“朋友圈”里，
还有金乡大蒜和章丘大葱。山东“三辣”
通过走标准化、优质化发展之路，借助

“科技翅膀”，逐步实现了从大自然赐予
的“本地特产”向全国乃至全球“知名品
牌”转变。

莱芜生姜走上欧日餐桌

章丘大葱牵手“全聚德”烤鸭

7月20日，站在自家青翠的姜园里，
莱芜大王庄镇瓜屋子村村民吴刚满是自
豪：“俺的姜被万兴食品公司收购加工
后，进入了欧盟和日本市场。”吴刚常年
种姜5亩左右，今年每亩纯收入近两万
元。

莱芜北、东、南三面环山，群山环抱
和源头活水冲积形成的平原小盆地，最
适宜种植生姜。生姜贮存需要特殊环境
条件，12℃恒温、90%的空气湿度最适宜
长期保存。而莱芜平均海拔200米，地窖
打到地下六七米深仍没有水，恰恰营造
了这一条件。“莱芜姜茎块肥大，皮薄丝
少，辣浓味美，独特的自然气候成就了生
姜之乡的美誉。”莱芜市农业局局长谢天
目说。

但是在以前，莱芜生姜却走不进全
球高端市场。莱芜市农业局植保站站长
吕华回忆，莱芜生姜原本一直出口东南
亚、中东等低层次市场，中国入世后，莱
芜生姜想进军欧盟、日本等高端市场，发
现这些国家设置了极为严苛的“绿色壁
垒”。

省委、省政府从2004年起实施了“出
口农产品绿卡行动计划”，以良好的农业
操作规范为基础，从生产源头抓起，严格
生产全过程监控和管理，最终保证农产
品达到进口国质量标准要求。莱芜被确
定为首批实施单位，莱芜市农业局立即
组建了20人的攻关队伍，吕华就是其中
之一。

摸索生姜操作规范，需要试验基地，
莱芜出其不意地选了一家“小企业”———
创办仅三四年的万兴食品。原因很简单，
企业老总柳建增在莱芜进出口公司干过
外贸，又是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的大学
生，对标准化生产和进军高端市场有着
强烈的意愿。

在政府部门帮助下，万兴食品由此
成为全省第一家通过国际良好农业规范
认证的企业，生姜生产标准先后升格为
全省和全国的标准。万兴的故事，再次验
证一个道理——— 掌握标准就掌握了“切
割利益的刀”。万兴出口高端市场生姜比
普通生姜价格每吨高800美元左右，产品
远销欧美、日韩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年
出口创汇从几百万美元增长至去年的2
亿美元，连续11年成为全国生姜出口第
一大户。

近年来，章丘大葱也推行标准化生
产，按照技术操作规程要求，实行从“良

种选种育苗—生长管理—收获销售”的
全程质量控制，这引来了全聚德公司的
青睐，与章丘区政府在绣惠镇共建大葱
专供基地，吃全聚德烤鸭，配以章丘大
葱，成为食客们最讲究的烤鸭吃法。

“土专家”高校专家接力创新

出口姜片用上“黑科技”

莱芜人均只有0 . 7亩地，一家一户种
植模式依然普遍，然而，常年种植生姜易
发生姜瘟病等土传病害。莱芜市农业局
局长谢天目说，当地农业局和农业科学
院共有上百人的“土专家”，他们推广过
轮作换茬、深耕晒发、平衡施肥等集成技
术，但这对于一般姜农来说“过于繁琐”。
这些人逐步摸索出用甲基溴熏蒸土壤的
办法解决土传病害问题。

“我们试验过，这样防治效果最好，
而且姜农操作也很容易。”吕华说，但甲
基溴破坏臭氧层，国际上后来禁止使用。
正当“土专家”为此苦恼时，中国农科院
植保所研究员曹坳成正承担国际上的相
关课题，他带领团队一方面向相关国际
组织申请将莱芜生姜甲基溴禁用期延长
三年，同时加快替代产品攻关，研发出熏
蒸药品纯生物制剂辣根素。凭借“土专
家”和中国农科院、山农大等高校专家合
力创新，莱芜集成创新了“双膜一网”、秋
延迟、大型姜窖存储保鲜等栽培关键技
术。

产业后端更依赖科技力量。日本料
理的最大特点是以鱼、虾、贝类等海鲜品
为烹、食主料，这就少不了生姜在料理中
的调味作用。莱芜东兴源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姜片，精选当地小姜，三腌三晒，
自然发酵，并保持天然的色泽，口感清
脆。

腌制的姜片虽然好吃，但如何保证
漂洋过海后仍不失风味呢？东兴源副总
经理王波说，企业通过与清华大学、北京
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合作，加快
科技成果的研究与转化，一项保鲜“黑科
技”应运而生：该专利技术通过提前采收
鲜姜，利用高盐和pH值控制腌制鲜姜原
料来保存鲜姜。这样的姜片产品，在海外

每公斤卖到了近一百元，去年也首次摆
上了迪拜餐桌。

科技对金乡大蒜作用也越来越明
显。美国味好美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调味
品跨国公司。2016年，公司多了一种叫
AGG速溶蒜粉的畅销产品，能在3秒内
快速溶解，是国外家庭煲汤、做蒜蓉面包
等的最佳调味品。这种产品是金乡县的
山东鑫诺食品科技公司与齐鲁工业大学
合作研发的，价格是普通蒜粉的1 . 2—
1 . 5倍。

目标价格保险全由政府掏钱

防止“过山车式”价格伤农

农产品品牌成长过程中，“过山车
式”的价格波动一直为人们诟病。“去年
春天大蒜价格高至每斤9 . 5元，今年新蒜
的价格只有1元左右。”金乡大蒜产业信
息协会秘书长张宏波分析，去年金乡大
蒜库存量比前年全国库存量还多18万
吨。

为了防止蒜贱伤农，金乡县已经连
续4年政府出钱补贴农民参加大蒜农业
保险。2017年种植2018年收获金乡大蒜
目标价格为1 . 70元/斤，保费为140元/亩，
其中投保蒜农承担56元/亩(40%)，各级政
府承担84元/亩(60%)。当大蒜地头价格低
于目标价格时，保险公司对跌幅部分进
行相应赔付。

章丘大葱目标价格保险工作自2015
年秋季开始试点。几年来，章丘大葱参保
面积达5 . 5万亩，参保率90%以上，大葱目
标价格保险已惠及15个镇街216个村3400
多户。

让济南章丘区绣惠街道王金村“葱
农”张念喜高兴的是，今年初，章丘出台
农业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种植户需要自
己承担的保费也全部由政府兜底补贴。
他今年种了8亩大葱，这样一来，光保费
就能省下784块钱。“明年我还要扩大大
葱种植面积，争取种到10亩。”

“目标价格保险”成为农产品初始交
易价格的“稳定器”“托底器”。自章丘大
葱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大
葱购销两旺，亩纯收入达3000元以上，全

区参保葱农累计获赔1600万元以上。
莱芜市农业局科教科科长郝效水

说，莱芜生姜因将窖存储技术，一定程度
规避了价格起伏带来的影响，但为保障
姜农稳定收益，当地也在考虑推出生姜
目标价格保险。

更多报道见
新锐大众客户端

夯实品牌创建的

现代技术基础支撑
□ 赵洪杰

品牌锻造过程中，现代技术是资源
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的基础支撑。

现代技术体现在生产标准体系上。
山东地处北纬37度植物生产黄金带，各
地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种养方式和人
文历史，形成了品类丰富、形态多样的
优质特色农业资源。特色赋予了品牌独
特性，但科技支撑下的标准则确保了品
牌的稳定性。莱芜颁布生姜生产技术规
范，形成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标准体
系，从而拿到了产品率先进入高端市场
的“通行证”，抢占了行业发展先机。

现代技术体现在产业化水平上。小
作物形成大产业关键是拓展产品功能，
满足消费者更丰富的需求。生姜、大蒜
已经从深加工中尝到“甜头”，但产业
链条仍然较短，附加值不高，科技创新
的空间广阔，商机无限。山东“三辣”
在产品创新上突破，还需“转换脑
筋”。

□赵洪杰 报道
东兴源公司

工人对寿司姜片
成品进行检验。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3日讯 当前，我省

正全力深化“一次办好”改革，深入
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这是省委省政
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定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部署。为充分发挥新闻舆
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传导压力、
推动改革的作用，自24日起，大众报业
集团拓展“一次办好”改革问题线索
征集渠道，大众日报、农村大众、齐
鲁晚报和大众网都开通平台，征集企
业和群众的问题反映和意见建议。

“一次办好”改革的核心内涵是
“一次办结、群众满意” , 在申请材
料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情况下，从提
交申请到获取办理结果，政府要提供
“店小二”“保姆式”服务，实行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而且要“一次办好”。

“奇葩证明”是否依然存在？办

个手续是否要多地往返？审批中介是
否存在垄断行为？窗口工作人员是否
存在“管卡压”“推绕拖”问题？您
在行政审批服务中遇到的痛点、堵
点、难点，发现的审批服务便民化不
担当不作为问题，对深化“一次办
好”改革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
优化营商环境等的意见和建议，都可
通过平台向我们反映。请您留下联系
方式，以便沟通联系。

征集到的问题、意见和建议，我
们将及时汇总转交有关职能部门，并
在筛选核实后通过报纸、客户端、微
信、微博等途径报道，批评曝光不担
当不作为、办事拖拉、消极应付等顽
瘴痼疾，推动问题解决。

在您的参与支持下，本报将与有
关部门携手努力，以新闻舆论推动
“一次办好”改革改出新气象、落实
抓出新成效，扎实推动我省优化营商
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

有痛点难点堵点，请您举报！
◆方式一：拨打热线电话 ◆方式二：发送电子邮件 ◆方式三：登录“两微一端”留言

■推动“一次办好”落地见效，大众报业集团媒体多渠道、多平台征集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

热线电话：0531-85196784

电子邮箱：ncdzwang@163 .com

农村大众

热线电话：0531-85193911

电子邮箱：db3690@126 .com

下载新锐大众客户端，在征集稿件

留言区留言

大众日报

热线电话：0531-85196540

电子邮箱：yicibanhao@163 .com

同时在网站、山东24小时新闻客户

端、官方微博微信，同步开通“一次

办好”曝光台

大众网

齐鲁晚报

热线电话：96706

电子邮箱：shandongfgf@126 .com

下载注册齐鲁晚报官方客户端齐鲁

壹点APP，通过情报站在“一次办

好”话题下爆料；新浪微博@齐鲁晚

报或私信爆料

扫描二维码，

下载安装新锐

大众客户端

（上接第一版）期待出席并积极参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愿同中
方共同推动中非合作论坛建设，为双方人民带来更多利益。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等多项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
会谈前，卡加梅在总统府前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

习近平乘车驶向总统府时，热情友好的当地民众涌上街边，身着印有
中卢两国国旗的服装，高声欢呼，热烈鼓掌，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总统府时，卡加梅和夫人珍妮特上前迎
接。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卢两国国歌。在卡加梅陪同
下，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卢方主要官员握手。卡加
梅夫妇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身着民族服装的当地民众，通过别具特
色的卢旺达舞蹈和鼓乐表演，抒发对习近平到访的激动和喜悦。

当天下午，习近平和彭丽媛还参观了基加利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记者 李振 王凯 报道
本报无棣讯 记者从日前在无棣召开的全省医共体建设培训班暨

现场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将在全部县（市）启动医共体建设，力争
50%的县（市）建成机制完善、成效明显的县域医共体。

省卫计委主任袭燕介绍，我省县域医共体主要以两种模式为主，一
种是以县医院为龙头成立一个医院集团，另一种是由县域内的人民医
院和中医院作为牵头医院，分别联合多家乡镇卫生院组成1+X医共体。
医共体内部实行统一人事管理、统一财务管理、统一资产管理、统一业
务管理、统一药品耗材目录、统一药品耗材企业配送的“六统一”构架。

为打造优质高效的县域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我省将在县域
医共体内开展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探索实行医保总额付费、基金结余
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支付政策。同时加强医共体信息化建设，通过
省、市、县平台打通医共体内部的信息壁垒，加快实现医疗资源上下
贯通、信息互通共享、业务高效协同。

医共体内资源贯通、信息共享

年内我省全面启动

县域医共体建设

（上接第一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免去人民法
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的报告。

会议书面印发了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省开展以宪法为核心
的法治宣传教育及“七五”普法决议贯彻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省人
大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全省危险及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全省黑臭水体治理情况的调研报告，省人大农
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我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情况的调研报告，省
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
政策拓展的调研报告。

副省长孙继业，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
负责同志，部分全国和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各市人大常委会
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袁春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3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上半年我省

吸收外资稳中有增，全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033家，同比增长37%；合同
外资879 . 7亿元人民币，增长25 . 2%；实际使用外资655 . 2亿元，增长3 . 8%。

利用外资结构持续优化。全省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08亿元，其中，
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5 . 8亿元，增长36 . 5%，占制造业比重达到
18 . 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
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45 . 5%、14 . 7%、63 . 9%。服务
业新设企业669家，合同外资567 . 5亿元，实际使用外资313 . 3亿元，分别
增长53 . 4%、67 . 6%和46 . 6%。

大项目合同外资增长。新设及增资总投资过亿美元大项目54个，合
同外资54 . 7亿美元，分别增长50%和46 . 4%。日本永旺、伊藤忠、德国曼集
团、博世以及光大、华润等15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我省投资项目26个，合
同外资15 . 7亿美元，合同外资增长2 . 1倍。

香港、韩国投资增长。香港、韩国实际投资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32 . 3%、和11 . 2%，欧盟、日本、台湾省等地及投资性公司实际投资下降。
此外，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上半年实际使用美资15亿元人民币，同比
下降56 . 2%。

并购和增资项目稳步增长。全省以并购方式新设企业81家，合同外
资5亿美元，分别增长1 . 6倍和1 . 4倍；增资企业290家，合同外资38 . 3亿美
元，分别增长12 . 8%和29%。华润置地（山东）发展有限公司、山东金仓中
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合同外资增资过亿美元。

上半年山东吸收外资

稳中有增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省教育厅发布《2018年省属高校协同创新中

心建设经费分配方案》，省财政安排协同创新计划专项资金1亿元。
目前，首批培育建设的12个协同创新中心和第二批立项建设的10

个协同创新中心发展态势良好，但基础条件薄弱，建设资金缺口较
大，2018年首批培育建设的12个协同创新中心中，省财政按照理工类
平均每个360万元、文科类平均每个140万元给予支持；第二批立项建
设的10个协同创新中心，省财政按照每个650万元给予支持。同时，
根据省财政厅要求，以各协同创新中心2017年下拨资金使用考核结果
为依据，对资金使用效率高的协同创新中心予以奖励，对资金使用效
率差的协同创新中心核减其2018年经费资助额度。

按以上原则，对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湿地保护与生物资源开发协同
创新中心、济宁医学院山东省出生缺陷研究与转化协同创新中心、山东
师范大学细胞生物学协同创新中心、潍坊医学院“健康山东”重大社会
风险预测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等8个协同创新中心，核减其2018年资助
经费,并对资金使用效率高的其余14个协同创新中心进行奖励。

今年省属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建设经费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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