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刘一颖

红彤彤的苹果捧在手里，水灵的黄
瓜和青椒挂在棚架，金黄的玉米堆满了
囤……9月22日8点，寿光市孙家集街道
三元朱村村委大院，村民们正在排练演
出。山东省庆祝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活动，23日将在这里举行。

“这是我们农民自己的节日，既能
感受到丰收的喜悦，也有丰收的自
豪！”开怀的笑颜挂在种植户李宝先的
脸上，他和妻子种的新式大棚，今年收
了14000棵彩椒，1个棚收入50万元。

在这个瓜果飘香、蟹肥菊黄的时
节，齐鲁大地共庆丰年。记者从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今年我省夏粮喜获丰收，
在种植面积减少的情况下，总产量达
2553 . 3万吨，比去年增长3 . 3%。在淄博
市临淄区朱台镇全国首个生态无人农
场，新型职业农民朱俊科盯着无人机遥
感监测实时传来的数据，笑容爬上脸
庞：“1000亩玉米颗粒饱满，成色很
好！”“我们村种植的大豆还没出地头
就收到了定金，今年这1000亩大豆纯收
入150万元。”看着地里金灿灿的大
豆，禹城市李屯乡兴杰种植合作社负责
人高兴杰喜上眉梢。省农业农村厅种植
业管理处处长杨武杰预计，今年全省粮
食有望再获丰收。

从一粒种子到遍地金黄，从靠天吃
饭到科学种植，山东给农业插上科技的
翅膀。9月21日，正阳家庭农场的经营
者孔庆利登上了肥城市庆祝第二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的领奖台，“上半年雨
水少，但7月份收土豆，我们却实现了
大丰收！原因是统一用上了滴灌，产量
提高了近百分之十”。

与大水漫灌相比，滴灌马铃薯生长
期水分吸收均匀，成熟后颜色更好，形状
更规整，以往批发价七八毛钱一斤，今年
卖到了一块一。更令孔庆利和种植农户
高兴的是，投入的技术升级成本，财政补
贴了近一半。据了解，从大水漫灌向精准
灌溉的转变，肥城市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已达59 . 89万亩， （下转第四版）

立体种养、精准滴灌、新型职业农民兴办“无人农场”……齐鲁大地五谷丰登

丰收又增收 田野气象新

□ 本报评论员

金风送爽，硕果飘香。这个秋分，我
们又一次迎来亿万农民自己的节日———
中国农民丰收节！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以“丰收”之名，向劳动致敬，向奋斗
致敬，是对祖国最好的献礼。

眼下的丰收季，齐鲁大地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喜气洋洋。淄博沂源，饱满的
果子挂满枝头，鲁村镇的村民们为即将
来临的苹果节做足了准备；临沂兰陵，压
油沟村摆起了大舞台，用快书、戏曲共话
丰收；青岛即墨，田横开海节汇聚八方客

人，村民与游客品尝丰收硕果。当丰收的
赞歌唱响齐鲁大地，广大农民兄弟收获
的不只是甜蜜蜜的果实，鼓起的不只是
沉甸甸的荷包，更是满满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丰收，是对辛勤耕耘的最好馈赠和
回报。山东是农业大省，素有“全国农业
看山东”之说。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作
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山东主要
农产品总产量稳居全国前列，“诸城模
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等改革经验
叫响全国，农业农村发展接连迈上新的
台阶。70年来，山东农民的艰苦奋斗和伟

大创造，生动诠释了农业生产的保供给
作用，是山东改革发展勇立潮头、创新求
变的缩影，是实现乡村振兴、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最牢固的基石。

丰收，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
切期盼。迈入新时代，今天的农民不再是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今天的
“丰收”也已不再单指“多收三五斗”的产
量追求。人们对丰收的期盼，不仅是要产
量高，更要品质好、价格优，不仅是要填
饱肚子，更要生态环保、绿色健康。加快
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加快新农人、新技
术与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让粮食丰起

来，让农村美起来，让农民的口袋鼓起
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的全面丰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丰收。

今天的丰收令人陶醉，未来的丰收
更令人向往。展望前路，今天的山东正处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历史交汇期。我们坚信，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农业大省优势，扛起
农业大省责任，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
板，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就不
仅是一个庆祝丰收的喜庆日子，更是民
族复兴伟大征程上广大农民的坚实脚
印、铿锵乐章！

让丰收赞歌唱响齐鲁大地

□ 本报评论员

开展主题教育，群众最期盼的是真正解决问
题，最担心的是搞形式主义。只有增强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既着力解决党员干部自身存在的问
题，又着力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问题，才
能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群众满意
的方向走。

初心使命，从来不是空泛的，而是始终根植于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之中。检验初心使命，衡量主
题教育质量，关键就看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有没有
得到解决，有没有取得实效。第一批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一些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问题之所以得到有效破解，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得到极大提升，原因就在于坚持问题导
向、效果导向，把“改”字贯穿始终，在真改实改
上见真章。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层级下移，线长面
广，同群众的联系更直接，面对的矛盾更复杂，群
众期待解决的问题更具体。高标准高质量开展第二
批主题教育，各级各部门更要突出问题导向，从一
开始就瞄准群众实际需求，奔着问题去，着眼实效
改，以自我革命精神强力抓好问题整改，以解决实
际问题的成效取信于民。

整改落实见成效，关键要真刀真枪干，动真碰
硬抓。这次主题教育，中央列出的8个方面的突出
问题，省委明确的9项专项整治任务，大多是群众
关心的难点、痛点、堵点，不少是积习流弊、顽症
痼疾，不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很难祛除病根、取
得实效。各级党员干部必须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
敢于触及深层次、实质性问题，敢于向“老大难”
“硬骨头”下狠刀、用猛药，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
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群众不认可不罢休。要以
开展专项整治为重要抓手，紧盯专项整治任务，逐
项细化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常态化调度、项
目化推进。要注重点面结合，把抓好专项整治与推
动面上整改落实结合起来，提高整改实效；注重上
下联动，统筹省直各行业系统领域主管部门和市县
力量，形成整改合力；注重远近统筹，已取得阶段
性成效的要持续巩固提升，需要长期坚持的要明确
阶段性目标，坚决整改到位。

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如何，最终要由群众来评
价，由实践来检验。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群众看
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群
众感受最真切、评价最客观。因此，问题整改一定要请群众参与、让
群众评判、受群众监督，增强群众获得感，提高群众满意度。要用好
调查研究工具，深入基层、沉到一线，主动找群众了解问题、听取群
众意见，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真正做到为民谋
利、为民尽责。要注意听取群众评价，坚持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相结
合，对主题教育开展情况、采取措施和取得成效进行定量定性评估，
认清问题解决程度与预期目标存在的差距，对于群众不满意的，及时
“补课”“回炉”。要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深挖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表现，对整改搞形式、走过场的，加大督查直办、通报曝光力度，
通过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增强信
心，确保主题教育落地落实、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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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9月22日讯 “人的不安全行为是重点关注对象，下一

步要采用新材料新技术，增加管控，把安全工作做得更细些。”日前
在山东鲁泰化学有限公司展开的一场执法检查中，企业自控系统与人
员配备情况得到专家肯定，但也被发现一些细节问题可能导致安全生
产风险，总经理李宝瑞现场承诺照单全收，积极做好整改。

为进一步遏制各类重特大事故和爆燃事故发生，8月底开始，由
省政府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分别牵头的16个督导检查组启动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记者从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了解
到，目前16个督查组已全部进驻完毕，正在展开对公路水路运输安
全、煤矿安全、民爆物品安全、建筑施工安全、海洋渔业安全、道路
运输安全、消防安全、化工行业和化工园区安全、学校（校车）安全
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督查。同时，省市县三级应急部门正在对危化品、
非煤矿山、涉氨制冷、涉爆粉尘4个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不间断执法检
查。

“督查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重点是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企业的检查，我省聘
请专家参加，重点围绕全员安全责任制落实、安全投入、教育培训、
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等方面，突出现场检查、人员询问、应知应
会考试和现场应急演练等实操性工作检查。对存在主体责任不落实、
风险隐患排查管控不到位、存在“三违”行为的，从严处罚。据介
绍，我省严格执行省委、省政府关于“乡镇辖区一个月内发现1处、
县级辖区一个月内发现2处非法企业且没有采取有效制止措施的，对
乡镇、县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一律撤职”的规定，从重处
理；整改不认真、不及时，导致事故发生的，严肃调查处理和追责问
责。

截至9月19日的数据显示，省应急厅的16个执法组共检查企业261
家，发现问题3249项，下达执法文书513份，责令暂时停产停业7家，
拟立案处罚126家，拟立案违法行为255项，移交其他部门处理7项。

同时，截至9月19日，全省市县两级应急局共派出执法组6751
个，出动检查人员20850人次，检查企业8636家，发现问题53763项，
下达执法文书11846份，责令暂时停产停业68家，拟立案处罚969家，
拟立案违法行为1595项，移交其他部门处理33项。

全省安全生产专项执法

已检查企业近9000家
◆责令暂时停产停业75家

◆拟立案处罚1095家

□记 者 毛鑫鑫
通讯员 吴孝兵 报道

本报济南9月22日讯 去皮五花肉每
斤27 . 9元，去皮后肘肉每斤25 . 9元，带皮前
肘肉每斤24 . 9元……这是记者今天下午在
济南市历城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看到的猪
肉价格。“前段时间猪肉价格涨得比较厉
害，但中秋节过后的这一个周，就基本没再
涨了。”猪肉专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从全省层面来看，根据行业监测数
据，截至9月22日，全省猪肉平均价格
22 . 34元/斤，近一周内日均增幅仅0 . 08%，
较上一周的日均增幅0 . 5%大幅收窄，猪肉
价格趋于稳定。“坚持非洲猪瘟防控和稳
定生猪生产两手抓、两手硬，我省出台的
金融、保险、土地、环保、财政等一系列
政策效应逐渐显现。”省畜牧兽医局局长
唐建俊说。

稳定猪肉价格，关键在于稳定生猪产
能。据介绍，我省提高生猪养殖保险标
准，将育肥猪、能繁母猪保额由500元/
头、1000元/头分别提高到800元/头、1500
元/头，对41个省直管县省级财政补贴标
准由原来的25%分别提高到30%、35%。另
外，省财政安排6500多万元，对全省45家

一级种猪场的种猪，按照每头种猪年饲养
费的一半给予临时性生产补助。目前，补
贴方案和资金均已下达。

在用地保障方面，我省将生猪养殖
设施用地按农用地管理，取消对附属设
施用地15亩的面积限制；在环保管理方
面，我省对禁养区内确需关停搬迁的规
模化养殖场，给予合理过渡期，优先支
持异地重建，将环评审批时限由35个工
作日压缩到25个工作日。“多措并举，
让不敢养、无力养、无处养的问题逐步
得到解决。”省畜牧兽医局畜牧处处长
李流航表示。

除了从养殖端入手打出系列“组合
拳”，我省还注重适时投放猪肉储备以稳定
价格。记者了解到，我省各级政府储备冻猪
肉3万吨，屠宰企业库存20万吨，多地已于
中秋节前开始行动。青岛市计划自9月10日
至10月7日共28天安排投放冻猪肉储备1000
吨，配送到市区39个冻猪肉销售点。

“下一步，继续抓好非洲猪瘟疫情防
控，落实好各项政策措施，力争今年生猪核
心产能保持稳定，净调出280万头以上。明
后年生产发展不断加快，产能持续扩大，
数量规模显著回升。”唐建俊说。

打出稳产保供“组合拳”

我省猪肉价格趋于稳定

□ 本 报 记 者 毛鑫鑫
本报通讯员 吴孝兵

鸡肉在我国是仅次于猪肉的第二大肉
类消费品种。今年以来，由于生猪产能下
降、猪肉价格上涨，鸡肉的消费需求有所
加大。作为肉鸡养殖生产大省，山东加快
推动产业升级，保障肉鸡产品质量和供应
安全。

据了解，2018年全省肉鸡出栏16 . 48亿
只，鸡肉产量232 . 8万吨，居全国首位。
“随着鸡肉与猪肉之间的替代效应凸显，
肉鸡饲养量上涨势头较猛，预计2019年全
年肉鸡出栏较去年能上涨15%以上。”省
畜牧兽医局畜牧处处长李流航介绍。

围绕做强肉鸡产业，我省注重优质项
目的落地建设。近日，烟台上市公司仙坛
股份公告，与诸城市政府共同成立的合资

公司已经完成工商登记，筹资7亿元建
“亿只肉鸡产业生态项目”，项目总规模
年屠宰加工商品肉鸡1 . 2亿羽。

让人民吃得放心，在扩大肉鸡产能的
同时，我省着力提升肉鸡产品质量。省农
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育种研究室主任曹顶
国介绍，山东有较多肉鸡生产方面的国家
级龙头企业，建立了比较好的肉鸡饲养、
管理技术体系，尤其是肉鸡的智能化养
殖，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人管设备、设备养鸡，这是肉鸡养
殖的现代理念。”曹顶国介绍，在我省很
多规模化养殖场所，只要能保证设备正常
运转，基本不需要人。在鸡舍当中，如果
温度、湿度不合适，或有害气体超标，相
应的设备会自动感应，通过智能调节通风
量等来保证环境适宜。运用先进技术、实
现精准控制， （下转第四版）

山东加快推动肉鸡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鸡肉质量 保障供应安全

聚焦“工作落实年”持续深化政治巡视

十一届省委第六轮巡视

陆续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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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花香里说丰年泰安：科技为芯 智慧强农

潍坊：“一村一品” 品牌兴农

烟台：党建引领 合作富农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9月21日，济宁市金乡县高河镇王大楼村村民在晾晒丰收的红辣椒，孩童嬉戏其中，分享收获的喜悦。

科技

品牌

经营

高高青青县县蓑蓑衣衣樊樊村村

盐碱地重现千亩田

即即墨墨蓝蓝村村镇镇

采摘园孕育大希望

日日照照东东港港区区陈陈疃疃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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