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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忠德 宋弢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课题，农机化在乡村振兴中
发挥着装备支撑、技术引领、人才培育、劳动
替代等作用，是农业有奔头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积极推动农业
生产全程机械化，全区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
水平达到86 . 99%，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农业机
械社会化、智慧化的服务体系，推动了农业生
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形成了新的农业生产模
式，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新路。

农业机械化实现全程覆盖

不久前，青岛西海岸新区六汪镇的青岛
宝红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宋宝，又度过了
一个轻松夏收，“我们合作社流转的300亩土
地今年全部种上了小麦，三五天时间就完成
了收割。”

青岛西海岸新区耕地面积为83 . 8万亩，小
麦、玉米、花生是主要农作物。近年来，围绕创
建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区，
西海岸新区在耕整地、播种、植保、收获、
烘干、秸秆处理这六大环节，通过政策导向
和精准补助，补齐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
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实现了农机装备的全
程覆盖。

据统计，2015年至2017年，西海岸共争取
上级购机补贴财政资金3495万元，补贴各类
机具3343台，农机总动力达85 . 39万千瓦。“目
前，新区的小麦、玉米、花生等主要农作物生
产全程机械化水平可以达到91%，这意味着从
播种到收获实现一条龙服务，基本保证粮食
作物‘不落地’。”青岛西海岸新区农机局局长
张相年告诉记者。

在提升主要粮食作物机械化作业水平的
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年来，青岛

西海岸新区的农作物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经
济作物占比激增，尤其是蓝莓、水蜜桃、葡萄，
甚至北方并不常见的火龙果都出现在了西海
岸新区。

作物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农机化新课题，
以蓝莓为例，西海岸新区是江北地区最大的
蓝莓种植基地，采收需要大量劳动力，人力成
本居高不下。“我们镇共有8000亩的蓝莓种植
面积，采收蓝莓每人每天成本超过100元，据
估算，每斤蓝莓的人工成本就得一块多，这就
造成蓝莓种植户的成本越来越高，收益越来
越低。”六汪镇农业中心主任李成文介绍。

目前，西海岸新区也在积极探索经济作
物的全程机械化，尤其是在植保环节，自走式
打药机械已经成为经济作物的首选。“以30亩
的地块为例，传统的打药方式需要4个劳动力
5天时间，而用自走式打药机械只需一天时间
就能完成。”青岛西海岸新区农机局管理科负
责人赵伟告诉记者。

搭建社会化智慧化服务平台

几年前，农机手们带着农业机械“南征北

战打游击”的场景蔚为壮观，青岛勤耕农机合
作社理事长姜永战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如
今的老姜却拿起了扳手，成为当地小有名气
的农机专家，老姜改装的一些农业机械甚至
得到了生产厂家的认可，还邀请他去厂家提
供技术支持。

而促使老姜从“打游击”到“扎根根据地”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海岸本土农机合作社
的迅猛发展：目前，西海岸新区注册登记农机
合作社52家，其中全国农机示范社3家、省级
示范社3家、青岛市级示范社10家；合作社成
员人数2820人，拥有农业机械6632台，服务8万
余农户；年作业服务面积达160万亩，占新区
主要农时大田作业面积的70%；机械植保合作
社11家，拥有高效植保机械638台套，年作业面
积57万亩。

如何为这些本土农机合作社做好社会化
服务，成为摆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农机部门面
前的一个课题。像老姜这样善于经营管理、掌
握农机化技术的带头人，成为了解决这一难
题的“法宝”。“我们合作社有一个农机大学
堂，一次可以帮助培训农机手260人。”姜永战
告诉记者，像老姜这样的农机合作社培训中

心，目前在西海岸已有7处。
此外，西海岸新区还依托青岛农业大学、

青岛市农机推广站建立了全程机械化技术指
导小组，为推广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提供
智力支持。与此同时，在宝山镇、六汪镇、大场
镇、海青镇等15个粮食生产功能区，建立了绿
色高产高效、保护性耕作、深松整地作业等六
大示范基地，有效地开展免耕播种、粮食烘干
等主要环节和关键技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应
用。

同时，依托互联网技术，西海岸新区正在
打造一个名为“西海岸新区智慧农机云平台”
的“互联网+农机”物联网服务平台，用信息化
手段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作业机械、作业环
节和生长过程的全覆盖。

催生农业生产托管新模式

“以前种麦子，2个人加一台手扶拖拉机，
一天顶多种2亩地，人工就要200块钱。如今，
我们用小麦免耕播种机种地，一天能种一百
亩地，全部成本才1000块钱。”宋宝告诉记者，
在耕种收领域采用机械化作业，比传统种植
作业成本下降三成，一亩地增产两成。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为农业和农民带
来了多种新尝试和可能性，其中一个最典型
的例子就是农业生产托管模式的应用，在西
海岸新区，一个名为金丰公社的企业吸引了
记者的注意。

“土地托管模式就是一种农业生产的保
姆式服务，从测土、配方、施肥到粮食的销售，
全链条都交由我们来管理，农民无需投入，每
年每亩地能够收入380—480元，腾出的劳动力
可以打工和从事其他行业。”金丰公社青岛地
区负责人徐亨敬告诉记者，为保证托管的质
量，金丰公社会与社员农户签订协议，除不可
抗力外，保证收成不低于去年的同期水平。

而能让这种托管模式落地的最大优势恰
恰就是农机化的运用。徐亨敬介绍，现在公司
已采购了2架植保无人机，20台植保机以及花
生收获机等高端农业机械，目前新区已有
6000亩小麦交由他们来托管，针对集中连片
的大规模农田，全程机械化可以弥补农村劳
动力不足的短板，每亩地的成本可以降低
40—50元，实现增产10%以上。

青岛西海岸新区农机化水平达86 . 99%，社会化服务催生托管模式落地———

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样本

临淄完善公共资源交易
直接节省资金20 . 01亿元

□本报记者 刘 磊
本报通讯员 张继才 王聪颖

8月16日上午10点，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
北高南村党支部书记朱可福坐在区招投标中
心竞标室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电子屏
幕，屏幕上显示着三家投标单位关于“北高
南村棚户区改造项目13#-15#住宅楼工程施
工”的总报价、拟派项目经理和工程质量等
信息。一旁的评标室里，专家们正在对三家
单位的投标信息进行评审。

“中标人，山东汉鼎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开标结果一宣布，朱可福一直紧绷着的

脸上露出了笑容。“标的额比预算低，中标的
也是投标单位中性价比最高的。”据了解，北
高南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报价3500万元，通过临
淄区招投标中心的公开招标，节约资金177万
元。

“临淄不断探索构建公共资源交易运行机
制，在规范交易、节支增收、优化营商环境、
反腐倡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临淄区招
投标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崔亦才说。

2003年以来，临淄区成立全省首家区县
级综合性公共资源交易有形市场并不断完
善，实现了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政府采购等
各类公共资源交易事项的统一管理。“会员

入库、信息发布、专家抽取等十项流程全部
统一，从而实现规范交易管理。”崔亦才
说。

临淄区建设了信息化交易平台，实现了
公共资源交易过程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
和电子化，大大节约了竞标企业的办公成
本。“之前竞标，有时候仅纸质文件就要打
印一两万张，现在实行电子化，中标后只需
提供一份纸质文件就可以了。”山东方正建
工有限公司经营负责人袁洪滨说。而对于外
省市投标公司来说，甚至不用到场也能完成
竞标，更是大大节约了成本。

这一切，让临淄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格

外活跃。截至目前，在信息化交易平台上注
册的企业会员达3732家，招标代理机构130
家，平台共承接公共资源交易项目3598宗，
交易金额402 . 16亿元，成交金额382 . 15亿元，
直接节约资金20 . 01亿元。

临淄区招投标中心加大了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的宣传力度，引导有需求的镇街、村居
项目入库，上传到平台，推送到市、省和全
国的平台进行公示招标。据了解，临淄正以
此为契机，探索建立区、镇街、村居三级公
共资源交易一体化体系，从而真正实现“网
上全覆盖，网下无交易”，让老百姓都能享
受到公开、公平、公正交易带来的红利。

□张忠德 报道
青岛西海岸新区农机化水平高达86 . 99%。

关键词：乡村振兴

广告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乔银先 王玺蕾 报道
本报莱西讯 “在综合体党委的领导下，我们一二三

产进一步融合发展，先后创建了山后韭菜、前我乐葡萄等
10多个农产品品牌，建成国家级全国休闲农庄、省农业旅
游示范点，年接待游客15万人次以上。”8月29日，莱西市山
后人家田园综合体创业园负责人张庆涛说，创业园构建起

“街道党工委—综合体党委—党支部”三级联动体系后，原
本分散的党组织联结为了紧密的党建共同体，党委统领、党
支部核心、党员示范带动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党建推动休
闲农业、休闲食品、休闲旅游、休闲文化集群效果凸显。

据悉，今年，莱西市将“创新田园综合体党建新模式助
力乡村振兴”作为2018年市委书记抓基层党建突破项目，并
在相关镇街进行试点。目前，已设置“村庄+农业合作社”党
组织48个、“村庄+农产品批发市场”党组织4个，选派党建工
作指导员，坚持抓导向、抓统筹、抓服务，有效增强党的政治
引领，实现党的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同频共振，实现了“农
业生产在哪里、基层党组织就建到哪里”的良好效果。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宋伟 翁超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多亏了党的好政策，感谢残联的同志

们，不仅为俺安装了假肢，送来了蜂箱，还联系有关部门
建了新房。”8月29日，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千佛崖村残疾人
孙业玉对记者说。

今年50岁的孙业玉，19岁那年因车祸失去了右腿，32岁
时不幸再次遭遇车祸，造成左腿多处骨折。残疾的身体没有
打垮他，体力活干不了就跟着别人学养蜂，不到3年就掌握
了养蜂的全套技术，随后慢慢有了自己的蜂箱。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区残联工作人员多次走进孙业玉
家中调研，为他安装了假肢，并无偿提供了10套蜂箱帮其扩
大规模。同时，还为他添置了无障碍设施、安装了太阳能热
水器、联系住建部门实施危房改造等，彻底解决了孙业玉
住、行等难题。

近年来，山亭区大力实施就业创业、基地建设、社会保
障、康复救助、文化教育、权益保障等六项工程，脱贫路上绝
不让一位贫困残疾人掉队。截至目前，全区已扶持3903名贫
困残疾人实现脱贫。

该区从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入手，建设残疾人就业创
业扶贫基地，培育残疾人自主创业标兵和致富能手，目前已
开展培训870余人次。今年，他们又为280名精神病患者提供
了买药、住院等医疗救助，为196户重度残疾家庭实施无障
碍改造，为84名残疾人争取办理了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免
费办理乘车“阳光卡”58张，全区发放精准康复辅具657件。

山亭3903名贫困残疾人

稳定脱贫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白聪聪 李君升 报道
本报禹城讯 9月4日，禹城市张庄镇席头王村的柴西

亮老人，原本准备到当地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居民医保大病
保险报销业务，听到手机短信提醒，发现银行卡里竟然多
了43971 . 02元。打社保热线电话咨询才知道，原来报销款
已经打到了卡上。老人对此非常感动：“还没去办就已经
领到钱了，群众不用跑腿的服务真挺好。”

这项服务，是禹城市人社局和人保财险部门联合推出
的。以前，群众在非联网医院就医，办理大病保险报销
的，要等到在居民医保处完成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还要
再次复印报销材料，再专门跑到政务中心，提交到大病保
险窗口办理。手续繁琐，麻烦且报销速度慢。今年8月13
日，禹城市人社局与人保财险公司德州分公司出台新规：
对那些在非联网医院就医、进行大病保险报销的群众，由
居民医保处每月汇总人员名单，复印相关资料，代替群众
整理报销资料，直接报送给保险公司大病保险窗口。这
样，参保人员无需多跑，即可领取大病保险报销款，仅8
月份，就已为57人次拨付大病保险报销款12 . 6万元。

禹城：群众大病保险报销

有了“代跑腿”

莱西：田园综合体

建起党委兴起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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