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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金吉鑫 张娜 报道
本报平原讯 11月19日-21日，地处鲁西

北平原的平原县，以百万亩良田作为“开放
资源”开展了一场高质量的农业领域“双招
双引”活动，平原县携手“强企名校”开发
共建百万亩绿色农业生产基地研讨洽谈会引
来全国18所高校院所的48名专家教授和88家
省内外农业龙头企业的136名负责人，大家
畅所欲言，共谋发展。

平原是传统农业县，拥有百万亩沃土良
田，粮食、果蔬、畜产品等主导产业都有一
定基础，创造了很多经验。举办这样一场活
动，平原县委书记王洪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有一条清晰的逻辑线：规模不大、效益不
高、品牌不响、特色不特等问题仍困扰着平
原农业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加
大力度“双招双引”。平原农业对接高端资
本和智力的优势在于有百万亩良田，但光有
土地零散种植还不行，适度规模化是关键。
主要依靠什么把土地集约集中起来，同时还
要充分保证农民利益，强化基层组织的战斗
堡垒和服务作用？答案是，依托党支部领办
创办土地股份合作社等新型规模经营主体。

2017年以来，平原县着力探索党支部领
办创办土地股份合作社，王凤楼镇王河沟村
党支部书记王东禹介绍，去年党支部在上级
党委指导下创办合作社后，全村650亩土地
入社，两三个人就种了，今年每亩收入约

2100元，完成了村民分红和收支平衡。截至
目前，全县共在173个村成立土地股份合作
社，流转土地6 . 8万亩，878个村已全面完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任务。在这次会
上代表平原向与会嘉宾“打包推介”百万亩
良田的县发改局局长潘吉兵表示，县里提出

打造百万亩绿色农业生产基地，底气就在于
近几年来党支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能够
有效地将一家一户分散的土地组织起来，实
现规模经营。

原本主营业务是房地产的山东鲁旺集团
去年将重心转向现代农业并落户平原县桃园

办事处，在1万亩试验田上种植黑小麦、糯
玉米等名优特品种获得初步成功。这次洽谈
会上，该集团董事长魏力晓表示，将在精深
加工、观光体验等方面继续加大投资。会
上，平原县组建现代农业产业联盟，打造循环
经济，开展社会化服务，20余家龙头企业踊跃
加入，平原县还与农业领域龙头企业和高校
院所签订合作协议12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袁
志勇表示，将大力整合使用25个部门、39种涉
农项目资金2亿多元，向重点区域、主导产业、
重大项目倾斜，土地、人才等各项优惠政策将
优先支持绿色农业和乡村振兴。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
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是农田土壤研
究领域专家。他表示，平原县作出的这一探索
对农业科技工作者很有吸引力，是传统农区
实施“农业突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
效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之举，也是很多粮食、
蔬果主产区的一条路子。双方决定合作设立
中国农业大学的平原“科技小院”，为农民开
展土壤修复工程提供专业指导，力争3年内打
造20万亩无公害“绿色土壤”。

党委政府、龙头企业、科技工作者、新
型经营主体联合农民，攥指成拳共同闯市
场。王洪霞表示，依托“强企名校”共建共
享开发百万亩良田，平原县将唱响农业经济
的“借智、融资、引才”三部曲，坚持走绿
色农业和高质量发展之路，建设京津冀协同
发展示范区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

攥指成拳，唱响“借智、融资、引才”三部曲

平原携手强企名校开发百万亩良田

□记者 丁兆霞 杜辉升
通讯员 卢立平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我们最近又承接了一个

海外项目，用于建筑浇筑的自动行进隧道车
项目研发。该产品不但可以自动行进节省人
力，而且具有较强的安全保障性和更大的浇
筑高度。”11月13日，落户日照东港区钢铁
配套产业园刚4个月的山东旺润模板有限公
司技术总工刘新平，向记者报喜。

在科技创新爆发出的巨大能量激荡之
下，依钢而生的东港区钢铁配套产业园如今
活力四射。从去年建园到现在，短短一年半时
间，这里已聚集大小“钢铁号”企业73家。其

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4家，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19 . 9亿元、利税1 . 46亿元、利润8997万元。

一方面“走出去”抓引进，一方面“跳
出来”抓转型——— 从编制高端装备制造、钢铁
精深加工等功能区规划，到配套出台钢铁配
套高新技术企业和人才招引政策，再到主动
对接国家级科技创新项目实施，东港区主动
发挥临钢优势，致力于在“铁疙瘩”里锤炼“高
精优”。在出台一系列产业转型扶持政策的同
时，东港区通过“筑巢引凤”、厂房代建、闲置
空间改造盘活等形式，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钢
材精深加工、海洋生物食品、物流配套等多个
产业聚集平台，如今，已有汉耐耐磨材料、鸿

泰机电、盛邦机械、容创金属、旺润模板等11
家高端机械制造加工龙头项目“拎包入住”。

平台的打造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温
床。技术瓶颈的打破，更让传统的装备制造
企业找到了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

靠几个手动轧钢设备起家的美鑫机械零
部件制造及加工项目负责人庄永，几个月前
却挥舞着技改升级的大锤，砸向了落后家
当。在新的厂址，他倾其所有新上3条全自
动冲压生产线、2套热处理调质生产线、2条
机加工生产线、3条模具成型生产线，从剪
切下料、上料到铣、车、镗加工，全部实现
自动化、数控化，生产的高铁、汽车、船舶

用零部件将远销欧洲市场。
今年，在东港区钢铁配套产业园，有10

多家像美鑫机械这样的作坊型企业通过升级
改造“浴火重生”，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钢铁研发、产品深加工、配套服务、机械装
备制造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从突破制约传统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入
手，东港区锁定“吃钢嚼铁”项目，抓住龙
头企业，从产业规划、资金支持到人才培养
跟进配套服务，将更多的创新要素吸聚到上
下游产业，精准锤炼核心竞争力。以高端装
备制造和钢铁精深加工为主体的东港临钢产
业，正铆足了劲，为经济转型发展开路。

钢铁配套产业园提档升级———

东港：在“铁疙瘩”里锤炼“高精优”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张生 杨洪振

11月15日，记者在枣庄市薛城区巨山街
道了解到，该街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
在“收官”：14个村有10个完成了改革，还有4个
年底前将告竣。市领导表示，巨山街道改得最
快、最彻底、效果最好，为全市提供了样板。

巨山街道地处新城区，因为占地拆迁受
益，集体资产非常庞大，有3个村超过亿元，平
均资产达到3800万元。很多村干部和村民要
求分光吃净，街道党工委靠上去做工作，认为
只有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壮大集体经济，才能
确保失地村民的长远经济利益和生活保障。

2016年，街道组织村党员干部、村民代
表到浙江湖州、江苏苏州考察学习。回来
后，召开10余次征求意见会，把改革文件发
给村民，让大家讨论、提意见，参与政策制
定，参与改革全过程。共识凝聚起来，村民
成为改革的主力军。

街道办事处主任张洪宇表示，改革既要
积极，更要稳妥。去年初，街道拿出两个村作
试点，开始大刀阔斧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

改革的难点之一是清产核资。很多村账
面上还记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资产：机
井、地排车、大哥大等，实际上这些东西已
经不存在了。街道敢于担当：改革要摸清家
底，不存在的资产该核销掉的就核销掉。街
道、村干部、村民代表参与，对辖区内所有
的资金、资产、资源进行全面登记、造册，
委托第三方进行市值评估，召开全体村民大
会，对清产核资结果审核确认，接受村民监
督。东托二村村主任田志琼介绍，该村清产
核资确认总资产1 . 1亿元，核销掉打麦机、
氧气瓶等不存在的资产40余万元，全村400户
1395位村民对最后的结果都认可，解决了历
史陈账，村干部一身轻松。

改革的难点之二是股东界定。谁是股
东，谁就能参与分红。牵涉到每位村民切身
利益，街道不厌其烦，独创了“张榜公示，
三榜定方案”，一榜公布初步结果，二榜公
布核实结果，三榜公布最终结果，整个过程
民主公开、公正透明。东托三村村干部、老
党员、村民代表一起研究制定了12类人员拥
有股权资格，逐户核查后张榜公布，有6人
尽管户籍在村里，但通过考学、入伍等成为

公务员、干部、工人，二榜公示后被刷下
来；东托二村一位姓徐的村民，大家以为他
在学校当老师吃财政饭没有将其界定为股
东，最后实地调查得知其只是临时工，二榜
公示时将其加入名单。

据了解，股东的名单是动态的，按家庭发
放股权证书，每人1股。按照“增人增股、减人
减股”原则，一年一核实调整股权。据东托三
村党支部书记刘旭东介绍，该村有村民今年
结婚、生孩子，将增添五六名股东参与分红。

村民变股东，资产谁来管？各村注册成
立了村级集体资产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
俱全，建章立制，负责股权量化、股权设
置、收益分配，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股
东利益增收。据东托三村集体资产合作社监
事刘春爱介绍，年初，大家反映，随着新城
小区入住率上升，门市房租金上涨，过去的
房租不合理。理事会重新签订租约，今年房
租增收100多万元。

说到产权改革的好，东托三村64岁的村
民张玉香最有发言权。他和老伴俩人，去年
每人分红1500元，加上国家给的养老保险
金、村里发放的养老金，还有失地保险金，

合起来将近 1 万元，“足够吃香喝辣的
了。”据了解，今年该村经营有方，利润将
比去年增加100万元，每股分红将达到2000元：

“过去老说集体财产人人有份，现在量化成了
股权，才实实在在看到了自己的那一份。”

据第三方评估，今年东托三村集体资产
将增加3200万元，达到1 . 5亿元。股权改革让
资产管理走向科学化、民主化，确保了集体
资产增值，壮大了集体经济。村里兼顾集体
与村民“两个利益”，研究确定资产收益20%用
于村办公经费和公益事业、20%作为发展基
金、60%用于股东分红。据刘旭东介绍，去年全
村实现利润300万元，在60万元办公和公益金
里，大部分用于为村民购买新农合、为每名60
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养老金100元等。

产权改革让集体资产管理更加公开透
明，消除了村民对村干部的猜疑，融洽了党
群干群关系，基层组织的凝聚力不断增强。
据张洪宇介绍，东托三村在回迁期间建了5
万多平方米简易过渡房。前不久拆违，村党
支部一号召，村民仅用一周就自己全部拆
除。今年前10个月，街道上访比去年同期下
降了80%，没有发生一起集体访。

“三榜”界定股东 兼顾“两个利益”
———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看巨山

广告

□记者 田茹 通讯员 陈睿 刘玉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被誉为“板材之乡”的临沂市兰山区义

堂镇，立足产业发展实际，不断创新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
制，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该镇专门成立了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人才建设中
长期规划，将人才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人才奖励
资金，精准招引木业及相关配套产业高技术人才，服务木
业产业发展。同时，该镇以文化站、远程教育站点为平
台，加大企业、人才培训力度，定期组织企业生产技术人
员和管理人员进行集中学习培训。今年以来，共开展技术
培训6次，培训人员2000余人次。

该镇还坚持招商与引智相结合，积极与科研院校开展
合作，重点引进林产业发展方面的高端技术人才。2017年
以来，共引进A类人才3人、B类人才71人，为板材产业转
型升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兰山区义堂镇：

“人才战略”助力
板材产业振兴

□记者 姜言明 刘培俊 通讯员 赵洁 报道
本报新泰讯 11月21日，新泰与浙江大学合作共建的

材料创新中心举行签约仪式。这是新泰市材料创新领域新
的里程碑，对于促进新泰市新材料产业发展、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必将起到极大的支撑引领作用。

据悉，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是我国最早从事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研究的单位之一，
此次与新泰共建的材料创新中心定位为技术研发平台、产
业促进平台、创新驱动平台、服务孵化平台，重点产业和
领域是新材料与节能环保。预期五年内可达到以下目标：
引进高端人才进驻科学研究中心工作达到5至10人，集聚
博士（研究生）或高级职称以上技术人才10至15人；培育
科技型税源企业5至10家；申请专利100项以上，授权50项
以上，其中发明专利不少于50%；建设创新中心加速器面
积达到5万平方米以上；规划建设200至500亩浙江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科技产业园。材料创新中心的成立，是
新泰市新常态下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器，是实现
政产学研有机结合的路由器，对实施“双十双创”战略、
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新泰牵手浙江大学

共建材料创新中心
□张海峰 报道

大田玉米秸秆粉碎后成为优质饲料（资料片）。

□记者 张忠德 通讯员 王伟 丁硕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日前，国家工信部公布2018年消费品工

业“三品”战略示范城市名单，全国11个城市入选，其中青岛
西海岸新区作为全国唯一国家级新区、全省唯一城市入选。

加快推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
“三品”战略示范试点城市创建工作，是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重要举措。近年
来，青岛西海岸新区全力推进实施工业明星企业培育
“511”工程，消费品工业高度重视创新研发增品种，不
断强化质量建设提品质，积极培育典型创品牌。截至目
前，新区双星轮胎、澳柯玛、赛轮轮胎、圣元乳业等4个
品牌入选2018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澳柯玛、雷
沃重工、双星轮胎、明月海藻、科海生物等5家企业进入
山东省百年培育工程；全区消费品工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24件、山东省著名商标67件、山东省名牌85个、青岛市著
名商标70件、青岛市名牌143个，成功创建“全国家电和
船舶知名品牌示范区”和“全国海洋生物产业知名品牌示
范区”等两个“国字号”品牌示范区。

青西新区入选全国

消费品工业“三品”示范城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业婷 润南 报道
本报齐河讯 11月26日，记者在齐河齐鲁科技孵化器

看到，两栋样式新美的居住楼已经基本完工。据介绍，这
是齐河为吸引人才集聚建设的齐鲁科技小镇人才公寓，预
计2019年6月份可实现拎包入住。

为提升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竞争力，齐河县实施“英才
兴齐计划”。去年以来，该县共斥资2亿多元规划建设21 . 2万
平方米1860套集居住、餐饮、健身、娱乐于一体的人才公寓。
其中，城区有齐鲁科技小镇、财富中心人才公寓等4个项目
正在建设，共计建设面积14 . 2万平方米；乡村人才公寓23个
项目正在建设，分为集中型、分散型两大类，建设370套。为
满足青年人才到专家人才的不同需求，项目规划建设了从
40平方米至180平方米不等的多种户型，内部按成品建筑设
计，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各类生活便利。

齐河打造“拎包入住”

人才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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