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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胡同里是土路，每逢下雨天，鞋子粘泥，出
不来进不去的。胡同没有排水沟，水顺着洼处
流，邻居时常为这事闹矛盾。

田里生产路也是土路，下雨天车开不进去，
手推车也推不动，只好把韭菜背出来。从田里到
大路200米，背韭菜累哭了一位年轻人，成为村
里笑谈。家家户户都种树，种得都不一样，杂乱
无章。

这是寿光市文家街道西蔡村61岁村民袁恩会
对2015年前村里的印象。“村里当时算得上脏乱
差了。那时，跃龙河都是垃圾，村里黑灯瞎火，
晚上没有谁出来玩。”袁恩会说。

而今的蔡西村不再是旧时模样。7月7日傍
晚，吃过晚饭，袁恩会就来到跃龙河边的凉亭
里，与邻居聊天。刚刚下完雨，跃龙河边空气湿
润，草木葱茏。河边的绿化带、小广场特别干
净。跃龙河从蔡西村穿过，童年时，袁恩会在这
里学会了游泳捕鱼捉虾。“后来河道干涸了，慢
慢地就成了垃圾坑，夏天臭气熏天，没有谁愿意
来玩了。”袁恩会说。

今年，蔡西村成为寿光市人居环境提升示范
点，70万元资金用于疏通河道、修整道路等。堆
积许久的垃圾彻底清运了，河岸加固了，河边绿
化了，也安装了路灯。空闲的地块建成了小广
场、凉亭，小地块也种上了花草。如今，袁恩会
愿意出来玩了。有时，他还会碰到邻村的人来游
玩。

蔡西村48岁的刘志朋在村里经营着超市，也
种着韭菜。“我的超市就在村中心，现在路宽
了，装卸货都方便了。村里美了，客户也多
了。”刘志朋说。

今年5月份，蔡西村修建了农田水网，寿张
路、西乡路近3公里的水网全部贯通，增强了排
涝功能。“市财政上出资，村里协调农户，顺利
完成了水网改造。旱能浇涝能排，村民都觉得高
兴。”蔡西村党支部书记钟明说。

2015年，钟明刚刚当选蔡西村党支部书记
时，村里还是一副烂摊子。路需要修，也需要绿
化。那么多的工作，钟明先解决村民呼声最高的
出行问题。

修路，就需要花钱。当时，蔡西村几乎没有
村集体收入。钱从哪里来？

经过估算，村里大街小巷硬化需要30多万
元。发动群众捐款，筹集了13万元。按照当时寿
光政策，村里修路市财政补助10万元。村里的圣
坤建筑公司捐款2万元。路面硬化了，蔡西村又
统一绿化，种植了玉兰花树、樱花树，大叶李等
树种。“村里干净整洁，就像画里画得那样美，
邻村的姑娘都愿意嫁我村。”刘志朋说。

2016年，钟明联系上级单位，为村里争取了
30盏路灯。村里每条胡同有了3盏路灯。到了
2017年，西蔡村争取上级政策，对围村路、生产
路硬化。至此，全村路面硬化完毕。

去年，蔡西村在文家街道法律顾问团帮助
下，收齐了30多年的尾欠，村里增加集体收入12
万元。“原来百姓互相攀比，现在各种矛盾理顺
了，各项工作开展顺利了。”钟明说。

今年，寿光市党史办和天力药业结对帮扶蔡
西村，天力药业捐赠现金5万元。

“村庄的变化，得益于市里的政策和各部门
的支持。有了大家的帮扶，才有美丽的蔡西
村。”钟明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6月27日上午，74岁的孙玉兴正在寿光市立
医院就诊。孙玉兴患有心血管疾病，因为家离市
立医院较近，想以后在这里拿药。当天孙玉兴忘
记带之前在寿光东城医院的检查材料，医生已经
从电脑上调出了孙玉兴在东城医院的CT片子、
用药情况等检查档案，并结合她现在的病情，为
她开了药。

这是寿光市卫生健康信息化服务便民惠民的
一个缩影。寿光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通过强化顶
层设计和统一规划，将全市3家二级以上医院、2
家专科医院、6家民营医院和16处镇街卫生院以
及515处村卫生室数据和应用进行整合，建设了
安全、标准、互联互通的大数据平台，实现辖区
内医疗机构全覆盖。

寿光市卫健局网络信息科林敬瑄说，通过构
建数据标准体系，实现了基于平台的数据交换和
数据共享，打通了各个医院的数据壁垒，实现了
居民健康档案在区域内的动态更新和医疗机构间
的授权调阅，做到了居民基本医疗信息和影像、
检验数据的跨医院共享共用。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7月8日，寿光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牛头镇
村扶贫车间内，几十位村民正在利用藤条制作
草编产品。牛头镇的红柳志愿队义工，穿梭在
村民中间，指导他们提高编织手艺，并做好产
品数量登记工作。

“自从有了扶贫车间，我不用出远门就能
赚到钱，脱贫有了指望，生活也有盼头了。”
编织着手袋的牛头镇七村68岁村民王会萍说。

2017年，王会萍的丈夫患上脑溢血，丧失
了劳动能力。为给丈夫治病，家中负债累累。
沉重的负担，压得王会萍喘不过气来。这时，
牛头镇村建起了扶贫车间，红柳志愿队的志愿
者全天进行编织指导，王会萍加入队伍。

草编制作，是牛头镇村的传统。随着国内
外市场对草编产品的需求增加，双王城抓住机
遇，重新挖掘这一传统工艺。双王城党工委、
管委会进行了市场考察，与寿光市扶贫办“扶
贫爱心超市”进行了电商对接，与清雅草编、
青岛外贸等单位进行了业务对接，与蒲公英公
益合作进行了“生机计划”公益项目培育，发
动组织农村妇女、赋闲劳动力、老年人等进行
草编学习，成立草编车间。目前，牛头镇村7
名残疾人、4个低保户在扶贫车间工作，另有
100多人受益。

据了解，为确保脱贫攻坚取得实效，寿光
先后实施“四大工程”，全面助力脱贫攻坚。
四大工程是指，包联扶贫工程、金融扶贫工
程、产业扶贫工程、电商扶贫工程。

在产业扶贫中，寿光推行“政府主导、企
业参与、收益分红”的运作模式，统筹各类扶
贫资金1300多万元，重点扶持建设扶贫蔬菜产
业园、扶贫养殖小区、双王城扶贫车间、无土
栽培示范项目等28个扶贫产业，年可收益扶贫
兜底资金80多万元。

在包村联户中，寿光选派3334名帮扶包联
干部，对全市1538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全
面包靠，实行一对一扶贫。

现在，纪台镇宋家庄子村的贫困户赵松来
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打扫自家院子。“前
几天，镇上的党员干部和村两委成员把俺家里
里外外收拾得那叫一个干净，再让人打扫卫生
都不好意思了。”赵松来说。

赵松来今年63岁，妻子患有疾病无法劳
作，家里每年的收入在1万元左右，生活十分
拮据。纪台镇帮联赵松来的干部周德成定期来

走访，帮赵松来健全档案资料，宣讲帮扶政
策，给他家里添置了床单被褥等家居用品和生
活必需品。“不仅让我家的生活条件得到改
善，还帮助我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赵
松来说。

据介绍，帮联干部要深入摸清贫困户的家
庭情况，协调落实扶贫帮扶措施到户，帮助困
难户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目前，寿光扶贫帮
联干部发现的3336项问题已得到解决。

今年40岁的李勇，经营着两家按摩门诊。
因患有重度眼部疾病，李勇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眼睛失明。寿光市残联工作人员多次前来开导

李勇，鼓励他参加潍坊盲人按摩培训班。后
来，李勇考入了泰山医学院的康复治疗专业，
并顺利毕业。回乡后，寿光市残联为李勇募捐
了3万元的创业资金。李勇成为寿光首个取得
医疗按摩资质的盲人。现在李勇不但开办了盲
人按摩门诊，还在2016年开办了一家针灸推拿
职业培训学校。李勇的盲人按摩门诊先后安置
了40多位盲人就业。

今年，寿光市加大对全市贫困残疾人在教
育培训、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扶持力
度，培育申报省级残疾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1
个，残疾人就业创业优秀基地1个，残疾人致

富能手1人，残疾人创业标兵1人，自主创业个
人12人。截至目前，寿光为6724名重度残疾人
发放护理补贴495 . 16万元，为2254名困难残疾
人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42 . 07万元。

在金融扶贫中，寿光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
供上门服务，做到应贷尽贷。目前，寿光累计
发放金融扶贫贷款2552 . 5万元。

“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我们强
化作风建设，扛实脱贫攻坚责任，扎实工作，以
脱贫攻坚成效和群众满意度来检验责任担当和
工作作风，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潍坊市委副书记、寿光市委书记林红玉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吕洪光

寿光市化龙镇马庄村，村民刘彩虹喜欢晚
饭后下楼，来到村西侧的乌阳河边散步。微风
轻轻吹来，路灯下树叶摆动，河道中荷花摇
曳。半个小时时间，刘彩虹绕着河道走了一个
来回。沿着小区南面的银杏大街，她又来到马
庄牡丹园。这座牡丹园1 . 8万平方米，已栽植
12万株牡丹、芍药等，里面还有健身小路和花
廊。“花呀，草呀，闻起来香香的，大家都愿
意来这里走走。”刘彩虹说。

而之前，乌阳河是一条常年干涸的河道，
甚至被堆上垃圾。牡丹园所在地，原是一处杂
草丛生的垃圾场。村民娱乐就是在家看电视，
楼前聊聊天，没人愿去河边溜达。

马庄村改造了乌阳河，建设了凉亭、小
桥，重新注上了水，进行了绿化。随后，该村
又建设了牡丹园。“村民的生活在一步步提
升。以前党支部提出一个新的想法，会有三分
之一的人不同意，多次做工作才行。现在有新
思路，没有任何挡头了。”马庄村党支部书记
刘兴文说。

改变开始于2008年启动的旧村改造。当
时，马庄村是寿光14个旧村改造示范村之一。
在先后召开十几次会议后，有120户村民同意
上楼。2009年，第一批楼房建成投入使用。
2015年，马庄村又规划二期3栋多层，一栋高
层，共有156户入住。今年，马庄村三期的4栋
小高层建成，又将有176户住进楼房。楼区形
成后，马庄村还配套了卫生室、文体娱乐室、

阅览室等。
为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化龙镇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引导镇区周边和偏远村向镇区搬
迁集聚。“建设美丽乡村，就是让广大农民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化龙镇党委书记韩效
启说。

化龙镇前张村74岁的郑宝光也住进了新楼
房。新楼区紧邻化龙镇政府，距离前张村老村
约7公里。2015年，前张村就入户发动群众，

利用我省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上楼。每户宅基地
评估面积336平方米，6万元左右，再加上房子
的评估，每户住进新楼房只需要再交一两万
元。2017年11月，前张村143户村民搬进新楼
房。

郑宝光家在一楼，是一个三室两厅126平
方米的房子。扣除了评估的费用，郑宝光只拿
了1万多元就住进了新楼。“老村挨着一个化
工园区，有噪音，不适合居住。”郑宝光说，

“这里挨着医院、学校、超市，还有小公园，
生活更舒适。”

当时，为迎接前张、裴西两村村民入住镇
区的府佑花园，在化龙镇党委的协调下，晋升
建筑拆除了办公楼，寿光农村商业银行化龙分
理处拆除了办公场所的院墙及侧房，规划建设
府西小游园。同时，化龙镇还投资20多万元，
对破损的路面重新罩油。目前，化龙镇正在把
府佑花园附近的不规则地块平整，建成公园。
另外，该镇正在对接天然气公司，确保镇区居
民用上天然气。

“有了集中供暖，再有了集中供气，生活
和城里也差不多了。”郑宝光说。

位于化龙镇镇区东侧的白桥村，有60户人
家，如今已有36户报名要新楼房。“村民需要
改变生活条件。按照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村民
基本上就是拿个车库的钱，就能上楼了。”白
桥村党支部书记白海涛说。

173户村民的苏社村，已有121户在寿光市
区或者其他地方购买了楼房。听说老村将按照
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搬迁到镇区，近90%的村民
同意签订搬迁协议书。“村民上楼既能改善居
住环境，村集体也将有收入，更好地服务村
民。”苏社村党支部书记李荣奎说。

今年，化龙桥村、高家村也将陆续搬迁至
镇区，庆家、和平等村正在进行搬迁前的准备
工作。

“继续引导、鼓励镇区周边和边远村庄整
体往镇区搬迁。在改善群众生活品质的同时，
增加镇区人气，稳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
量。”韩效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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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7月5日，寿光市营里镇弥水田歌农业科技
园，山东物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正在建设生态
循环农业种植项目。其中，绿色果蔬种植园区
占地1200亩，共建设全钢架冬暖式高温大棚43
个和新式拱棚45个。“大棚全部按照绿色设施
标准进行建设，每米造价达2320元，预计9月
份投入使用。”物泽生态项目负责人王乐刚
说。

目前，占地万亩的弥水田歌农业科技园已
经有生态循环农业种植园区、出口蔬菜生产基
地、阳禾苗木观赏基地、采摘园项目等8个项
目落地。

在休闲采摘区，高标准大棚种出的葡萄已
销售完毕。采摘区负责人袁春明在葡萄园种植
了贵妃玫瑰和巨峰两个品种，收购价都在每斤
十四五元左右。“营里的土壤偏弱碱性，土质
好、水源足，加上标准化管理，种出的瓜果水
头足、糖分高，口感格外清爽香甜，根本不愁

卖。”袁春明说。
“作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推广示范

区，弥水田歌农业科技园内所引项目，将严格
按照绿色食品果菜类生产技术规范进行生产经
营，全面实行统一农资、技术、管理、检测、
品牌和销售的‘六统一’标准，确保生产出的
果菜绿色健康、优质优价。”营里镇副镇长徐
金凤说。

据介绍，在这些高标准的“绿色工厂”
内，全面实施了“化学农药减量控害”项目。
同时，营里镇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行质检全
覆盖，引导种植户以“绿色”标准进行生产，
实现生产有标准、品质有保证、质量可追溯。
目前，营里镇的出口蔬菜生产基地已与俄罗斯
第二大零售商X5零售集团达成出口协议。

为确保标准化，弥水田歌农业科技园实行
了网格化监管，对所有大棚实行统一编号，依
托二维码质量追溯体系和智能化监控装置，引
导种植户进行标准化生产，园区内所产蔬菜与
传统模式种植相比药肥用量均有较大减少。

杨飞的彩椒、西红柿大棚内，配置了物联
网设施，营养、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均
可以自动检测，通过人工智能实时分析作出判
断，实现自动化施肥、浇水、放风等。

“父辈那会儿靠经验，我们现在靠科技，
种棚更加科学精准，产量和品质还提升了一大
截，收入也有保障。”杨飞说，周围的几个年
轻人都是看中了种棚的“智慧化”，才回来玩
棚的。

据介绍，弥水田歌农业科技园冬暖式蔬菜
大棚采用全钢架代替水泥立柱，配套大型水肥
一体化、智能放风、照明补光等物联网设备和
二维码质量追溯系统等。“通过产前、产中、
产后各个环节标准化、智慧化管理，不断提升
生产效率，提高产品品质。”徐金凤说。

在弥水田歌农业科技园一成方连片的400
亩土地上，记者看到，高标准大棚、拱棚正在
进行主体施工，这里即将建成无花果特色种植
基地。该项目3月份动工，200亩今年年底建
成，200亩明年年底建成，规划建设冬暖式大

棚、高温拱棚60个。
“看中了营里镇发展农业园区给出的优惠

政策和标准高、规模大、配套好的园区现状，
我们公司决定在此投资。”千年新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无花果种植基地项目负责人罗兴说。

“干部们隔三岔五就到工地来，有问题就
帮着解决，没问题就盯着进度，让企业真正感
受到了干部作风和营商环境的变化。”千年新
农业项目负责人王波说。

据了解，加大园区建设力度，营里镇成立
了由分管领导和总支书记任队长的“双招双
引”小分队，对园区落户项目实行专包，由专
职人员协调办理企业进驻的一切事务，替企业
跑手续、对接政策、争取资金，并先后投资
2600万元配套水、电、路、排水系统等基础设
施。

“为保证项目落地，镇村干部前后仅用10
天就完成了1万亩土地的流转整平，为企业进
驻提供了空间。”徐金凤说，目前弥水田歌农
业科技园已吸引7家企业进驻。

包联扶贫 金融扶贫 产业扶贫 电商扶贫

寿光“四大工程”助力脱贫攻坚

营里：万亩农业科技园吸引七家企业进驻

化龙镇鼓励村庄向镇区集聚

上楼村民过上生态宜居生活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通过设立扶贫车
间，寿光双王城生态
经济园区牛头镇村的
残疾人、老年人和剩
余劳动力靠着草编有
了收入。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市化龙镇马庄村，一度干涸的乌阳河，如今成为景观河。

五年，蔡西村变美了

寿光医疗数据

互联互通更便民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6月29日，潍坊市下达寿光市

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资金1220万元，用于
寿光市2019年实施的高龄补贴制度。

近年来，寿光市通过积极探索，全面提高敬
老服务质量，逐步建立起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养
老服务体系。

根据2019年潍坊市民生实事安排，寿光市实
施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项目，对原有项目
进行提标扩面。2019年将90-99周岁老年人高龄
补贴标准从60元/人/月提高至150元/人/月，寿
光市约有90-99周岁老年人3850人，全年需资金
693万元。将百岁老年人高龄补贴标准从600元/
人/月提高至1000元/人/月，寿光市约有百岁老
年人56人，全年需资金67 . 2万元。将80-89周岁
老人高龄津贴纳入补助范围，80-89周岁老人高
龄津贴标准为100元/人/月，寿光市约有80-89
周岁老年人30000人，全年需资金3600万元。

寿光获高龄补贴

12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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