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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奎文区市场监管局获悉，近年来，奎文
区全面开展农贸市场“一户一档”工作，从入市业
户、入市商品和市场秩序管理三方面入手，全面提
升农贸市场管理水平，构筑保障食品安全的牢固防
线。君泰商城和南下河市场是奎文区一北一南两大
“菜篮子”，目前，两家农贸市场1400余家经营业
户的“一户一档”工作已全部完成。所谓“一户一
档”，就是市场开办方将入场业户的身份证、营业
执照和销售商品来源及供货商等信息进行录入登
记，并与其签订食品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书。通
过对登记信息的审核查验，所有入场商品的来源、
培育环境、原料辅料产地等信息做到全面收集可追
溯，确保质量安全可靠。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张 洋

前不久，几个年轻人来到昌邑市柳疃镇郭
家车道村贫困户郭大爷家中，一阵忙活后，让
郭大爷免费看上了清晰的有线电视。这是当地
多部门联合共同开展有线电视户户通文化扶贫
工作的一个小例子。该工作由山东广电网络有
限公司昌邑分公司负责具体实施，为该市享受
扶贫政策的3895户贫困户免费安装有线电视。

眼下的潍坊，天气依旧十分炎热。跟天气
相同的还有当地火热的脱贫攻坚工作。近日，
记者从潍坊市扶贫办获悉，今年以来，潍坊市
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
“2018年贫困人口全部兜底脱贫”的工作节
奏，结合脱贫攻坚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扎实有效地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上半
年实现了各项任务“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为圆满完成年度任务目标、高质量打好脱贫攻
坚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实施一线作战法，把脱贫攻坚指挥部前移
到重点镇、重点村。潍坊市委书记刘曙光带头
多次不下通知、不打招呼，到临朐、安丘、峡
山等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县市区实地调研并召
开座谈会，要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决

打好脱贫攻坚战，有效传导了工作压力，推动
了责任落实。同时，潍坊市牢固树立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为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分管同志为
主要责任人意识，严格落实党政一把手负责
制、“市抓推进、县乡抓落实”的工作体制。
比如，临朐县委书记与乡镇党委书记签订责任
状，青州市召开市、镇、村三级干部培训大
会，夯实工作落实和存在问题整改责任。

安丘市大盛镇牛家沟村变样了，这是村民
闲聊间一致的看法。改变得益于潍坊市纪委驻
牛家沟村第一书记张益的努力。目前，他已累
计争取资金及实物181 . 1万元，完成村内道路
硬化美化亮化、冬暖式大棚、线路改造、引水
渠、饮水提升、农家书屋、厕所改造等大小项
目19项，协助完成流转山地1300余亩建设文冠
果种植示范园和牛家沟生态休闲庄园，全村贫
困户全部脱贫，村集体年收入超过10万元。

潍坊市着力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针对
贫困人口动态调整现状，重新安排帮扶责任
人，充分发挥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乡镇包
村干部的帮扶作用，着力打造精诚团结、有担
当、有作为的扶贫“铁军”，带领贫困群众增
收致富。

做好增收“加法”，确保贫困群众稳定脱
贫不返贫。随着脱贫攻坚工作不断深入，贫困

村、贫困户手中优质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成为
制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一大难题，围绕
解决这一难题，潍坊市扶贫办通过多方走访调
研，进一步开拓思路，在原有模式基础上进行
深化提升，创建了“党支部+合作社+销售联
盟+贫困户”扶贫模式，通过引入以中百大厨
房为主体的销售联盟，打通了合作社到餐桌
“最后一公里”。

记者了解到，通过推动中百大厨房与合作
社高效合作，农产品实现了统一生产种植规
范，统一质量标准和统一配送销售。今年6月8
日以来，全市规模最大的两家佳乐家超市先后
设置了“扶贫专柜”，贫困村、贫困户生产的
芦笋、西红柿、食用菌、西瓜、黄桃等优质农
副产品依托“扶贫专柜”，走进潍坊乃至全省
群众的厨房餐桌，有力保证了贫困户持续稳定
增收致富。

做好“加法”的同时，更要做好“减
法”。去年7月10日，潍坊的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医疗商业补充保险、医
疗机构减免“五步一站式”即时结算系统在全
省率先上线。“五步一站式”住院即时结算系
统上线以来，全市267家定点医院都建立了
“先诊疗后结算”绿色通道，贫困户依托这一
系统，出院不用找任何单位，只负担自己应该

负担的部分，剩下的事情单位之间进行核算，
解决了来回报销奔波之苦。今年，潍坊市按照
人均190元的标准，为98144名享受政策贫困人
口投保，贫困群众通过各种保险和救助后，住
院个人累计负担费用总体上低于医疗总费用的
10％，有的只负担1—2%，有效防止了因病返
贫，贫困人口看病难、报销难、看病贵问题已
得到基本解决。

记者了解到，潍坊市贫困人口中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占47 . 7%，因病、因残、因无劳动
能力致贫的贫困户占92 . 4%，这些特殊贫困群
众基本上无业可扶、无力脱贫。一方面，潍坊
市进一步构建完善“311”民生公共政策作
用，为老弱病残特困群体织牢保障网。
“3”，就是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障暂行办法》《贫困户学
生资助暂行办法》《贫困户危房改造暂行办
法》。两个“1”，分别是低保线与扶贫线
“两线合一”和民生综合保险政策。

另一方面，潍坊市对老弱病残特殊贫困群
体，综合运用民政各项救助政策、资产收益、
实物供给、孝善扶贫、邻里互助等方式进行兜
底保障。通过设立互助养老公益岗位、政府集
中供养、医养结合等方式，为贫困老人、失能
特困供养人员提供帮扶。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韩克永 禹法鑫

“明年这15亩高温棚蓝莓上市，每棵至少结
1 . 5斤，预计售价每斤在50元以上，收入40万元
不成问题。”8月13日，在潍坊峡山区郑公街道红
峡家庭农场，农场主董洪委正在与10名工人一
起锄草，对明年的收成信心满满。

去年，董洪委与妻子邵桂玲想借着蓝莓发
展的好势头进一步扩大经营。在了解到筹建一
个蓝莓高温棚项目需要60万元后，夫妻俩一时
犯了难。

“自己的积蓄和向亲朋借，不过20万元，剩
下的40万元怎么解决？”董洪委跑了几趟银行，
但是因为缺少抵质押物和贷款规模等因素，资
金需求难以解决。

在日常管理中，邵桂玲夫妇聘用了几个贫
困户，在一次当地扶贫办考察中，她偶然获悉可
以通过政府性担保机构融资。随后，邵桂玲找到
了潍坊市再担保集团。

“我们经过实地考察，大胆突破传统反担保
措施束缚，与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合作，以邵
桂玲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在齐鲁农村产权交
易中心进行确权抵押登记，以此为反担保措施
解决其资金需求。”潍坊市再担保集团业务三部

负责人衣服腾告诉记者，同时利用潍坊市财政
局向集团划拨的专项扶贫（农业）信贷担保风险
补偿资金作为风险缓释措施，进一步降低整体
业务风险，健全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流
程机制，开创了“担保+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
的扶贫脱困新路径。

不久，邵桂玲顺利获得峡山农商行的40万
元贷款，因帮助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了增
收，她还获得了20%的扶贫贴息利率减免。

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看来，像红峡家庭农场
这样的农业主体，普遍经营收入较低且不稳定，
抗风险能力较弱且缺乏抵质押物，融资是非常
难的。

“不过，这样的农业经营主体最有潜力，能
够起到示范效应，带动农民转变发展思路，推动
农业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潍坊市再担保集
团董事长孟志华说，我们的业务就是尽力拓展
反担保范围，降低“三农”融资门槛。

为全力打造乡村振兴“潍坊模式”升级版，
提升财政资金效用，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
地投向农村，潍坊市再担保集团作为区域政府
性担保机构龙头单位，针对农业农村产业结构
不合理、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持续加大对

“三农”及扶贫领域的扶持力度，以“政银担”模
式为基础，以“富民生产贷”“助农贷”等业务产

品为切入点，由“大水漫灌”升级为“精确滴灌”。
孟志华介绍说，集团突破传统的反担保设

置思维，逐个项目“量身定做”，先后推出农村承
包土地经营权、林权、农产品存货、农业生产设
备、光伏设备、蔬菜（瓜果）大棚所有权证等反担
保措施，并与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合作，实现
农村相关产权的确权抵押登记，有效拓宽农民
融资渠道、激活农村土地经济价值，提高“三农”
经营主体的贷款成功率，使其享受到小额、快
速、灵活的普惠金融服务。

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该
集团目前已与峡山区、诸城市等8家县市区签署

“富民生产贷”“助农贷”业务合作协议，为“三农”
主体提供担保再担保支持7050万元，带动1329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同时，该集团根据市
场需求及客户痛点，积极创新业务产品，累计为
100余家次“三农”企业、经营主体提供担保再担
保支持29亿元，“三农”业务占比达到20%。

位于昌乐县红河镇的山东荣华生物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销售生物菌肥、液体生根
肥、大量元素水溶肥的肥料企业。该公司以新科
学生物技术为依托，采用蚕沙、烟沫、糖渣、海
藻、蘑菇菌等为原料，进行新产品研发，通过工
业化的系统操作流程加工生产有机肥，广泛应
用于瓜、果、蔬菜以及小麦、玉米等种植作物和

葱姜蒜等经济作物，市场竞争力较强。不过，在
投资设备扩大产能的过程中，荣华生物遭遇了
多数“三农”生产主体的难题，缺乏有效足值的
抵质押物，陷入融资难的困境。

“企业提出融资担保申请后，我们决定发挥
潍坊市担保联盟体系本土优势，与体系当地成
员昌乐县汇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共同进行‘联
合担保’，为企业融资提供支持。”该集团业务一
部负责人张晓明说，荣华生物除去已办理抵押
的土地外，还有一部分厂区属于租赁性质，用于
生产的机器设备也未办理抵押。鉴于以上情况，
集团为企业设计了以设备及钢结构厂房为主、
土地优先租赁权为辅的反担保方案，并推荐企
业向当地扶贫部门申请“富民生产贷”。

今年年初，荣华生物顺利获得昌乐农商行
的270万元贷款，顺利引入先进菌肥生产线，由
此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此外，在银行以往的小微企业、“三农”贷款
定价模型中，贷款企业违约风险补偿会加大优
质履约企业的贷款成本。而通过政府设立风险
补偿资金池及担保机构担保，可以有效降低贷
款利率。据统计，目前社会融资（企业）平均成本
为7 . 6%，小微、“三农”融资成本大部分更是高于
10%，而潍坊市再担保集团提供融资担保支持
的企业综合融资费率降至6%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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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实施一线作战法助推脱贫攻坚

为“三农”量身定做，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振兴———

缺少抵质押物融资有个“潍坊方案”

□ 本 报 记 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瑞华

嵩山位于临朐、青州、沂源、淄川四县交界
区处。临朐县嵩山生态旅游区素有“九山半水半
分田”之称，五道山梁夹着三条深沟，境内11个中
心村、31个原建制村，2 . 1万人藏在大山“腹内”。
过去，嵩山人出山只能翻越环绕的群山，遇到雨
雪天气，要想走出山里，更是“难于上青天”。山
里盛产的瓜果运不出去，外面的农资也进不来。

重峦叠嶂的群山成了横亘在村民致富奔小
康路上的“拦路虎”。如何让乡村振兴之花在这
里绽放？

“要想富，先修路”，“路通百业兴”。2016年，
嵩山搭上县里全域旅游发展的快车。嵩山人决
定从最难啃的硬骨头下手——— 7个山顶村开始
沿线修建西部环山路。这些环山路因地势高险，
蜿蜒曲折，施工难度大，被当地人称为“天路”。

2016年12月，承载着嵩山几代人期盼和梦
想的“天路”工程开工建设。带着早日走出大山
的信念，村民们自发组织，主动出让土地，移除
地面附作物，同施工队一起拓路基、挖碎石……
一年间，总投资3700万元，全长55公里，总面积
46万平方米，横跨全省海拔最高村淹子岭村、临
朐第二高峰摸云崮，穿越桥头林区和“江北最大
水杉林”崔木林区，惠及10个建制村13500多人，
平均海拔700米的“天路”建成通车。凭借其强大
的近因效应，这条路把沿线的绿水青山串珠成
链，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

道路通了，出路就有了。淹子岭村的蜜桃、
佛手瓜等农产品再也不愁“嫁”了，黄谷村的黑
小米从深山走向全国了……一个个因路而摆脱

贫困的故事犹在耳畔，更具时代特征的创富模
式已随“路”潜入：一波波游客涌来，自驾游带来
的“后备厢经济”让村民开启了营商头脑，开起
了小米、熏腊肉、土鸡蛋等土特产门店。培育田
园采摘、休闲农庄、户外露营等旅游新兴产业，
极大活跃了城乡经济交流，推动了现代农业、农
村电商等新型业态发展。

道路通了，资源活了，高水平的农村产业布
局得以实现。得益于对内对外交通的优化，嵩山
实行“党支部+合作社+农户（贫困户）”模式引
导村民发展蜜桃、猕猴桃和乡村旅游等富民产

业，盘活万亩丘陵资源，实现“一年四季有活干、
有钱赚”，真正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划得来！”黄谷中心村曾经的贫困户国
成忠算起去年的收入账，8亩山地流转费1700多
块钱，打工挣了1 . 5万元，蜜桃还有3000多块钱
的分红呢！

伴随着临朐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进程，“天
路”被赋予更多内涵。沿路而行，满目苍翠绿无
涯，嵩山无处不逢花。因地制宜，嵩山依托本地
主打的苗木花卉产业，充分利用“山水林岭村”
等生态旅游资源，在山上广泛种植侧柏等生态

林，在山下种植嵩山蜜桃、猕猴桃、佛手瓜等经
济林，形成“南北纵深10公里的旅游观光带”。

“每年四月底，万亩桃花盛开，大批游客观
山赏花，等到花谢果熟，游客又可采摘瓜果，形
成‘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的全产业生态农业
链条。”嵩山生态旅游区党工委书记夏树英说，
下一步嵩山还将实现休闲农业集群发展，打造
品质型高效生态农业样板。

路好地生金，项目沿路兴。在嵩山，天路成
为了整合资源的平台纽带，串联起了总投资76
亿元的潍坊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总投资1 . 2亿元
的淹子岭高山房车露营基地、总投资1亿元的龙
潭湖露营公园二期工程、投资8000万元的周家
山顶和和度假村项目、投资1亿元的净心谷高端
旅游度假项目等特色项目，与特色农业一道，形
成了纵横交错的经济产业带。

美丽乡村寄乡愁，日益兴旺的乡村旅游，将
原先在外务工的村民源源不断吸引回来。看到
家乡通了路，乡亲们都吃上了“旅游饭”，去年，
在县城“飘”了6年的朱家坡村民孙启伟毅然回
村，拿出全部家当开起了农家乐。“我们主打原
生态，‘房屋脊上挂山货，客人来了凳上坐’，一
桌‘十二八’让更多游客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
孙启伟说，开业当月，就接待游客1600余人，净
收入小两万元。青山绿水间、崇山峻岭中、梯田
纵横处、村落交错旁……放眼嵩山大地，干支相
连、四通八达的“天路”化作“自然风景线”“科创
产业线”“生态富民线”，龙舞大地，串联“山水林
田湖、城镇乡村景”，打通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的畅途，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带来了人
气、财气。实践证明，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
兴，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

7个山顶村自发组织，主动出让土地，村民同施工队一起修通一条连接四县的天路———

道路通了，富民就有出路了

嵩山天路如舞银蛇。

奎文———

“一户一档”
建放心“菜篮子”

走进寒亭总部经济创新小镇，会被错落有致的
别墅办公区、舒适的办公环境、迎风招展的花草树
木吸引。寒亭总部经济创新小镇，2015年开工建
设，2016年进入运营阶段，现在已有金融、电信、
化工、电力、新能源、环保、生物科技等十多个行
业的260余家企业进驻。潍坊国际贸易中心、浪潮
大数据双创中心、产业金融谷、“好品潍坊”品牌
中心、鸢都企业家创新营是小镇五大产业引擎。据
介绍，寒亭总部经济创新小镇规划总占地面积约3
平方公里，核心区域占地面积约0 . 73平方公里。小
镇核心区域计划总投资约51亿元，截至到2017年已
投入12亿元。小镇各子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吸纳
820余家企业进驻，增加就业岗位40000个，实现年
税收近97亿元。

寒亭———

打造高品质总部经济

创新小镇

为加快乡村振兴步伐，诸城市发挥农业产业
化、农村社区化“两大优势”，重整行装再出发，
以“五个振兴”为引领，以“五大工程”为抓手，
以生产园区、生活社区、生态景区“三区”共建共
享为路径，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奋力打造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诸城模式”升级版。乔庄社区党委书
记刘正光投身基层30多年，他亲眼见证了这些年农
村的发展变化，“乡村振兴，不仅要改变老百姓的
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的改变，振兴不
能停止，要不断创新。”刘正光感慨道，他们利
用七八年的时间将一个人均7分地的纯农业村变成
了现在有名的工业社区，规划建设了占地2300亩、
进驻企业22家的工业园区，全社区80%以上的人都
成了产业工人，一年老百姓的打工收入超过7000万
元。

诸城———

“三区”共建下的

乡村振兴之路

农村社区直面农民，新时期，如何更好地服务
农民，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安丘市推动农业
生产经营服务模式和农村基层组织服务制度创新，
在每个社区配套建设1个为农服务中心、1个金融服
务站和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打造“1+3”农
村社区新发展模式，推动了乡村振兴。该市充分发
挥社区、村两委组织优势，通过产权联结、牵头领
办、服务带动等方式，积极发展农民合作社。目
前，14个镇街区全部成立农民合作社联合社，领
办、创办专业合作社277家，入社社员23803户。联
合社依托社区网络资源，主动对接农资、电商、金
融等平台，为成员提供农产品销售、土地托管、资
金互助、农技推广等服务。

安丘———

“1+3”农村社区发展

新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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