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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生态振兴之略
打造绿色田园宜居镇

“静谧的小桥流水，摇曳的青草花簇，
悠然的采莲渔舟，怡人的风情民宿，金山湾里
碧波荡漾，银山湖中双鼓祈福……”来到任城
区喻屯镇大李庄村，风光旖旎的田园之美尽收
眼底。但谁又能想到，这里曾经是一片脏乱的
坑塘河沟，里面充斥着垃圾，臭鱼烂虾随处可
见。

2017年新春伊始，喻屯镇以大李庄为中
心，精心打造包括周边5个村在内的美丽乡
村示范片区，实施了雨污分流、环路铺装、
绿化栽植、坑塘治理等工程，展现出“江北
水乡”的新风貌。“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好
了，心情才会舒畅，心情舒畅了，发展致富
的信心就有了！”喻屯镇党委书记李鲁中介
绍，他们近年来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
升，完成107 . 8公里农村网格化道路建设，
占全区总量的43%，胡屯到王军庄路被评为
济宁市最美四好农村路；全长12公里的喻西
线、喻东线全线贯通，结束了镇南镇北隔河
相望的历史，开启了全域畅通新时代，极大
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东山大道连接线也
成为喻屯靓丽的“东大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让天更蓝、
地更青、水更绿，喻屯镇今年推广使用优质
清洁煤4080吨，完成4700户的“气代煤”改
造工程；改厕18500户，城乡环卫一体化综
合整治实现全覆盖，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运
行，镇容村貌明显改善；全面完成清河行
动，累计拆除河滩违建1 . 8万平方米；实施
沿河村庄污水处理工程，建设3处人工生态
湿地和8处污水处理站，管好“入口”，确
保入河水质达标；对镇域内洙赵新河河道的
综合整治，大幅改善了淮河流域南四湖水系
的水质；推进绿满乡村，完成喻西线、滨湖
大道、济徐高速和12个村的绿化提升。环境
改变人，美丽清新的环境也大大提升了当地
村民的卫生意识，他们自觉呵护着这片共同
的美丽家园。“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优美的
景色，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我们这里的环境
不比市里差！”王军庄村民赵瑞敏脸上流露
出满满的幸福感。

拓产业振兴之路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喻屯镇是传统的农业大镇，有基本农田

14万亩，水稻、小麦轮作约10万亩，每年种
植甜瓜2 . 6万亩、白莲藕约2万亩，被誉为“鱼
米之乡”“甜瓜之乡”“籽莲之乡”。

“探索具有喻屯特质的产业发展新途
径，“三产融合”，惠泽于民，让这里的老
百姓真正共享到脚下土地带来的新成果，是
我们这一届党委政府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
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伟介绍，他们
在传统农业方面大力实施全国小农水重点
县、农业综合开发和高标准基本农田整治项
目。改造泵站26座，新建跨河桥梁2座；实施
了12个村的全国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共衬砌
渠20公里，新建桥涵闸160座，实现了田成
方、林成行，路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
能排的格局，农业生产能力不断提升；推广

土地深松1800亩，推广水肥一体化500亩，推
行水稻全程机械化，扶持农机合作社10家，
推广面积达到2万余亩；在全市首创秸秆收储
和综合利用模式，形成打捆—收储—外运产
业链条，探索出市场化运作新模式；农业综
合改革稳步推进，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颁证工作，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土地托管，
累计面积2万余亩，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150个，其中市级合作示范社10家。

在壮大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喻屯镇调整
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江苏绿港
集团合作，占地500亩的济宁惠生种苗现代
农业示范园投入使用，总投资7000万占地
400余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拉开框架；实
施喻屯甜瓜品牌提升工程，建设5处甜瓜示
范基地，纳入“济宁礼飨”统一品牌，与北
京本来味道电商平台衔接，使喻屯甜瓜走上
高铁、走向全国。来到大周村济宁惠生甜瓜
种植示范基地现代化大棚里，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两座圆柱形液体罐：一座储存着水，一
座储存着液体肥，通过遍布大棚的滴灌管
网，每天5次自动化为甜瓜浇水、施肥。
“这里装有智能控制系统，甜瓜‘渴了’
‘饿了’，系统随时都能自动为它们提供水
分和肥料。”技术人员王波介绍，他们培育
的金凤1号品种，冬季育苗时需要通过在苗
床上方架设暖气提高温度，种植期间控制每
株瓜藤上只结一个瓜，同时还要调节好阳
光、水肥和温度等条件。在高科技环境下长
出来的甜瓜甜度高、个头大，一座大棚能产
8000斤甜瓜，按8元/斤的价格算，一个大棚
一季就能有6万多元的收入。除甜瓜外，莲
藕、木耳、草莓、提子等特色农产品也不断
发展壮大。同时大力推广“稻田+”生态混
养项目，全镇推广稻虾、稻蟹混养面积5000
亩；投资1600余万元，规划建设3000亩稻虾
示范基地已初具雏形，与中国水产研究院和
湖北潜江合作，全力打造喻屯小龙虾品牌。

喻兴地热农业公园是山东省采煤塌陷地
复垦治理示范基地，成功入选济宁市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项目库。该项目利用地下矿井水
余热，在近千亩采煤塌陷地上建设现代农业
园，发展热带水果、热带植物园等，被评为
国家级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和AA级旅游
景区。与江苏中洋集团、中国水产研究院合
作的长江鲥鱼繁育基地也在此建成投产，是
中国北方唯一的长江鲥鱼繁育基地。

梦里水乡田园综合体项目依托大李庄—
王军庄美丽乡村片区，将周边1 . 5万亩土地
进行整合统一规划，吸引生态农业项目集约
集聚，实现“三生同步”“三产融合”“循
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蓬勃发展。
项目在一产上重点打造两个方面：一是有机
果蔬，培育壮大富硒甜瓜、南水梨、草莓、
莲藕生产基地；二是发展“稻田+”项目，
打造稻田虾、稻田蟹等“稻田+”特色品
牌，壮大有机水稻和龙虾螃蟹生产基地。在
二产上重点围绕莲藕、稻米精深加工进行科
技研发和科技创新，积极扶持藕粉、藕汁饮
料、有机稻等生产性企业，拉长产业链条，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在三产上，围绕美丽乡
村和乡村旅游，瞄准研学游和周末休闲游，
发展观光、科普、娱乐、民宿、餐饮、文
创、康养等农村服务业，打造济宁城区研学
游基地和济宁近郊乡村一日游度假目的地。

育文化振兴之魂
拓展特有文旅资源的辐射力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是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喻屯镇以军
屯文化、水乡文化、渔猎文化为名片，全力
打造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乡村休闲、水
上娱乐、研学游基地于一体的“三朝古军
屯、江北醉水乡”。

深入挖掘和整理汉、明、清三代的古军
屯文化，充分利用江北水乡的天然地貌，将
“渔、荷、水”元素融入其之中。大李庄美
丽乡村示范片区被列入山东省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十百千”工程，“金山湖”“银山
湾”“祈福双鼓”已成为全市美丽乡村标志
性景点，打造了现代版的鲁派民居“富春山
居图”。农事体验、休闲旅游、特色餐饮等
项目的招商正在进行，年内景区正式运营，
打造城区近郊游3A级景区。坐落于景区的
“军屯文化馆”“渔猎文化馆”“农夫学
堂”“灯火渔家”“水上乐园”“祈福双
鼓”“小马过河”“花海迷宫”等场馆和景
点，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去观光游玩。

文化先行带动项目落地，同样也使当地
的百姓们受益匪浅。大家既是参与者，更是
受益者。大李庄村民郑晓景说，“真是不敢
想啊，之前的村庄脏乱差，又是低洼地，一
年只能种一季水稻，一亩地有个六七百元的
收入就很不错了。现在好了，这里环境美
了、风景好了，还成了景点，我将家中的2
亩地流转给了来村投资的星瀚公司，不仅每
亩能赚取1000元的流转费，平时还能为公司
打打工，每个月光工资就能收入2000元！”
村子出名了，日子富裕了，幸福的笑容洋溢
在每个人的脸上。

强组织振兴之基
引领带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只有全面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和

行动力，充分发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的精神，才能把老百姓的所盼所急所需落到
实处。”李鲁中介绍，今年8月底，全镇72
位村支部书记全部深入到镇里21600户群众
家中，开展了一场“察民情、听民意、解民
忧”的大走访活动。通过与村民话冷暖、唠
家常、谈心声，从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具
体问题切入，向村民详细讲解了各级惠民政
策，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需求，探寻发家致富
的门路。根据村民反映的问题，补短板、下
猛药、出实招，提升硬件、优化软件、精准
突破。

在硬件方面，新建36处村级办公场所、
3处社区服务中心，每个村都建设文化广场
和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打造王贵屯、安兴集
两个党建示范片区，提升大李庄—王军庄美
丽乡村示范片区，建立王军庄党建文化长
廊，精心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品牌；在软
件方面，实施“亮身份、明职责、定目标”
主题党日活动，进一步严格落实村干部轮值
坐班、民事代办、“三会一课”等基本制
度，规范党员发展程序，逐步消除19个村三
年没发展党员现象，72个村党支部积极分子
数量全部达到3名及以上。大力推进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整顿，目前2个软弱涣散村党
支部已全部完成转化。

深
入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
斗 争 ， 排 查 线
索、深挖彻查、打字开道，共破获涉黑涉恶
类案件5件，抓获人员10人；持续推进廉政
文化“十进”工程，高标准打造胡海、王户
两个阵地，支持纪委查办案件，19件22人；
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方面，制订《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三年计划》并装订成册，郑
庄、兴福集、王军庄、卢庙一期四处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项目发挥示范效应，使村集体有
了长效可持续的收入；大力实施“品牌提升
计划”，截至目前，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万
元的村全部完成，突破5万元以上村50个，
占比70%。今年又确定了大周片区甜瓜育苗
基地示范园、孟庄片区有机草莓种植园、田
庙片区木耳种植推广基地、卢庙片区精品甜
瓜基地二期工程等4个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项目。

活人才振兴之源
构筑乡土人才新高地

“家乡的变化可真大啊，我要留在这
里，我要在这片生养我的沃土上奉献青春和
知识的力量！”今年8月14日，在镇党委、
政府组织喻屯籍大学生开展的第一期“聚人
才活水 促乡村振兴”主题观摩活动上，吸
引了5名本籍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

喻屯镇强化人才支撑，为乡村振兴汇聚
“活水”之源，实施“雏雁还巢”工程，出
台政策号召并激励优秀大学生以实际行动助
力家乡发展，激发在外人才的归乡之心、爱
乡之情、兴乡之志，为喻屯发展建言献策、
贡献力量。同时，镇党委班子成员多方奔
走，主动对接，积极介绍当地的各项优惠扶
持政策，吸引优势企业来镇投资兴业，继而
带动各类人才加入喻屯发展大潮。他们联系
在外的“能人”，选用多位在外发展如今立
志回报家乡的能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为村
庄发展带来活力与思路。在发展党员工作
中，积极吸收年轻有为、眼界开阔、思想解
放的同志进入党组织，发挥人才在党的建设
中的突出作用。抓住江苏绿港集团、深圳百
果园公司等现代农业企业在喻屯镇发展产业
的机遇，鼓励各村党支部组织村内种植大户
和种植能手主动同公司技术人员交流，为全
镇瓜菜种植产业和农业发展积累乡土人才。

目前，全镇成功引进泰山产业学者领军
人才1名，教授3名，山东爱福地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建立博士后流动站1处。镇政府同泰
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刁有祥教授团队签订合作协议，全力
推进喻屯反季节养鹅业的健康发展；山东爱
福地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引进中国农业大
学博士生杨升辉，准备引进墨西哥籍华人汪
恩涛教授，为推动企业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新的人才动力。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美好生活
是奋斗出来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实施乡村振兴的康
庄大道上，喻屯人民精神抖擞、斗志昂
扬，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钉钉子精
神，为绘就美丽乡村的崭新画卷而锲而不
舍、追梦前行。

任任城城区区喻喻屯屯镇镇聚聚力力““五五大大振振兴兴”” 助助推推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 实实现现乡乡村村振振兴兴新新突突破破

南南四四湖湖西西岸岸崛崛起起梦梦里里水水乡乡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
花香两岸。”9月的南四湖西岸，
天高气爽，稻香四溢。撑一只木
舟荡漾在河湖之中，嘴上哼着熟
悉的小曲，令人陶醉其中、心旷
神怡。近年来，喻屯镇紧紧围绕
“滨湖水乡、美丽喻屯”发展定
位，大力实施“生态农业”“乡
村旅游”双轮驱动战略，牢牢把
握乡村振兴战略历史机遇，全方
位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施生态振
兴之略，拓产业振兴之路，育文
化振兴之魂，强组织振兴之基，
活人才振兴之源，为全镇创新发
展、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①①大大李李庄庄美美丽丽乡乡村村
②②喻喻兴兴地地热热农农业业公公园园热热带带雨雨林林馆馆
③③梦梦里里水水乡乡金金山山湖湖
④④示示范范基基地地惠惠百百姓姓
⑤⑤水水网网纵纵横横的的鱼鱼米米之之乡乡
⑥⑥地地理理标标志志产产品品““喻喻屯屯甜甜瓜瓜””

②②

③③

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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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⑤

江城子 滨湖水乡美丽喻屯
李鲁中

微山湖畔运河旁，
小麦黄，稻花香，

万亩荷塘，甜瓜誉四方。
生态农业求突破，
水梨美，龙虾壮。

民生福祉新气象，
修路网，清河障，

美丽乡村，田园好风光。
勠力同心创佳绩，
古军屯，梦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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