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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从潍坊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

了解到，截至目前，潍坊市圆满完成2019年淡水放
鱼养水工作，共放流各类鱼苗47784 . 1263万单位。

据悉，今年以来，滨海区、峡山区、安丘市、昌乐
县、临朐县在公共水源地开展了“放鱼养水”活动，共
放流鲢、鳙鱼和草鱼543 . 2443万尾。今年，潍坊市共放
流各类海水和淡水鱼苗共47784 . 1263万单位，超额完
成了全年的增殖放流任务。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郑颖雪

“当前，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是大趋
势，但是面临的问题挑战也与日俱增，我们可
以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起来发展。”近
日，潍坊职业农民学院2019年美丽乡村建设与
管理第九期培训班在临朐举办，潍坊市委党校
经济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孙冰为学员们上了一堂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的课。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培育新型农
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成为当
前的一大问题。为此，潍坊职业农民学院依托
专业特色和品牌优势，联合潍坊市农业农村局
等部门，立足行业需求和地方农业特色产业，
先后举办了基层农技人员培训、乡村休闲旅游
与民俗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与管理、农产品质
量与安全、农药经营与管理等职业农民培训
班。2 0 1 9年，培训学员涵盖1 0个县（市、
区），共计96期，培训10100余人次。

把培训搬到田间地头

“我们根据自身教育优势，组织农民重返
课堂，通过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理论与实践课
堂一体化建设等对农民进行教学，让更多的农
民了解国家政策和战略，转变思想观念，学习
新知识，关注新业态，掌握新技能，创造新生
活。”潍坊职业农民学院院长王剑波说，在大

力加强“固定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学院
开设了“田间课堂”和立足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发展的“空中课堂”。

“田间课堂”通过深入新型职业农民实训
基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试验示范基地，开
展实地考察与指导。选定昌乐县庵上湖村、坊
子区玉泉洼村、兰陵县国家农业公园等重点区
域为现场教学基地，把“室内课堂”搬到“田
间地头”，解决理论难以落地实践的难点。在
美丽乡村建设与管理第九期培训班上，传统教
学模式结束后，学员们来到了青州市王坟镇清
风峪原生态农业基地实践教学点，针对这一集
农业休闲观光、时令露天采摘、田园民宿体验
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相关负责人为学员们现
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学员们就自己感兴趣的
问题不时发问，都感到收获满满。

当天学习结束后，“空中课堂”又派上
了用场。运用“互联网+培训”模式，潍坊职
业农民学院面向全市涉农人员，以专业建
设、课程建设团队为基础，采取讲座直播、
网络教学、在线练习等多元化网络课堂，做
到线上教学与线下指导相结合，组织学员实
时和在线学习，第一时间掌握农户种植管理
状况，及时解决涉及“三农”工作的疑难问
题。

打造名师服务乡村技术队伍

12月24日，潍坊职业农民学院青州分院揭
牌仪式举行。

急农村所需，教农民所盼。为了扩大职业
农民学院的辐射范围，潍坊职业农民学院有针
对性遴选有关县市区设立农民学院分院，结合
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布局，
对接各区域农业发展现状和产业项目，广泛开
展多样化特色短期培训，重点强化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域特色关键技术、“农业+旅游”
“互联网+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与运
营、田园综合体建设与运营、乡村旅游重点项
目、农家乐运营与管理、无人机农药喷洒等培
训。目前，已建立分院5所，教学点达到20
个。

潍坊职业农民学院坚持立足服务“农业、
农村、农民”，创新实施“学院-分院-教学
点”三级办学体制，构建起长期与短期相结
合、学历与考证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
教育培训体系。

“为了提供最专业的培训，我们打造了一
支由全国农职教学名师、省级教学名师等为核
心的服务乡村技术队伍，依托山东省名师工作
室、技艺传承创新平台，积极承担专业培训、
科技攻关等项目。全校100余名教师加入志愿
服务队，充分发挥专业所长，助力扶贫脱贫活
动。”王剑波说，组建了由农业农村部和自然
资源部、农科院、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中国农
大、山东农大等政企校所专家组成的校外专家

资源库，现已有专家队伍1000余人，其中国家
级专家90余人，省级专家260余人，市级专家
600余人。

培训一时带动一片

“我参加了农药经营人员培训班，在学院
老师的指导下，成功地办理了《农药经营许
可证》，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合法经
营。”坊子区杞都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坊子区海娟农资服务中心负责人王海娟
告诉记者。

在不断提高自身农业技术技能水平的同
时，王海娟还带领合作社社员、周边种植
户，参加潍坊职业农民学院特色农产品品牌
培育培训班，引导农户更加合理地用肥、用
药，管理好作物，生产出更多健康、合格、
安全的农产品，帮助农户创造更大的经济效
益。经过一年的发展，其合作社现已辐射农
户200户，技术服务姜、葱、桃等共计1200
亩。

一次培训，终身享受培训成果。潍坊职
业农民学院致力于为“三农”人员搭建终身学
习的平台，在培训过程中，组织建立了畅通的
沟通渠道，充分利用学院网站、公众号、QQ
群、微信群等新媒体，建立多种联系方式，学
员可以通过这些平台，相互沟通交流，有疑难
问题请教专家教授。

让农民真正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潍坊职业农民学院今年举办培训班96期，培训学员万余人次

广告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马 刚 李延召 孙庆红

从1992年设立第一家开发区至今，潍坊市共
有省级以上开发区16家，对促进经济发展、引领
对外开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与全省面上一样，
该市开发区也积累了功能定位不清、体制机制不
活等突出问题。为此，潍坊市出台了《推动开发
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实施意
见》，选择了4个开发区先行试点，探索出了管
委会“瘦身”、经济“强体”的新路径。

4个试点开发区，剥离92个村，剥离的社会
事务达到200余项；内设机构由原来的194个减少
为33个，压减83%；人员总数由3223名减少为1774
名，压减约45%……潍坊市在开发区改革中敢于
触碰矛盾问题，首先对管理体制这一最大的难点
“动刀子”，以壮士断腕的决绝进行攻坚突破，
逐一明确落实路径。

潍坊综合保税区将代管的汶泉街道23个村
1 . 1万居民民生事务整体剥离，青州经济开发区
原管辖的69个行政村划归东夏镇管理。潍坊高新
区、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剥离的社会事务分别达
到140项、66项。随着职能划转，开发区人员也

随之划转，人员总数得以大量精简。青州经
济开发区工作人员由281人减少为50人，压
减82 . 2%。开发运营职能全部剥离。除行政
审批、行政执法等法律法规授权或委托职能
外，试点开发区将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和公
共服务、园区运营、招商引资等职能剥离至
国有公司或有资质的公司。

潍坊聚焦经济发展主责主业，优化设置
开发区工作机构，实行“扁平化”管理。
潍坊高新区、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原来分
别有内设机构94个、75个，改革后全部压
减为10个。综合保税区由10个减为8个，青
州经济开发区由12个减为5个。潍坊市明
确，开发区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可直接调
度市（县）级政府相关部门到开发区现场解
决，打通政府部门服务开发区“最后一公
里”。

潍坊市进行深层次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改革，灵活高效、激励竞争的制度激发干部
职工的干劲和开发区活力。该市推行全员聘
任制，打破干部身份、职级等限制，配套制
定了差异化绩效评价办法，由开发区管委会
自主确定人员薪酬水平、分配办法，实行以

岗定薪、优绩优酬。
实行市场化用人机制。开发区新进人员一

律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竞聘上岗、按岗聘用。
为广纳英才、选贤任能，潍坊市还规定管委会
班子成员中外聘人才及专家型人才不低于1/
3。潍坊综合保税区领导班子配备4名博士，班
子学历层次在全市最高，同时并按照突出主
业、人岗相适原则，从市直有关部门选调了一
批优秀干部充实到关键岗位。

以市场化改革为根本取向，潍坊市通过培
育、整合、引进等多种方式吸引各类资本对开
发区进行总体运营或运作“区中园”，资本的
聚集加速了管理、模式、技术、人才等各类要
素资源的聚集聚合、优化配置，开发区的发展
活力充分迸发。

在潍坊高新区，潍柴集团运营新能源动力
产业园和潍柴国际配套产业园两大园区。围绕
拉长产业链、打造产业集群开展以商招商，优
质高端项目加快聚集。两大园区总投资逾2000
亿元，目前已经引进了加拿大巴拉德、英国锡
里斯、德国克诺尔、道达尔远景能源等世界级
领军企业。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优化整合招
商、城建、旅游、金控、国投等7大国有集

团，构建领域互补、资源共享、互相支撑的发
展格局。其中，招商集团今年先后引进重点项
目11个，总投资199 . 1亿元，包括中车智能装
备、中粮包装等世界500强、民企500强项目。

“对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额超过１亿美元且
居全市开发区前3位的，市级财政给予200万元
奖励”“对新设外资企业当年到账外资按1%
予以奖励，增资项目按1 . 2%奖励，并购和境外
上市项目按1 . 5%奖励”……潍坊市围绕开发区
开放、创新这两大主业，创新出台了系列政策
措施，激励开发区把准发展方向，主责更聚
焦、主业更鲜明。

政策创新的实效充分体现在发展上。今年
以来，潍坊高新区新培育“隐形冠军”企业20
家，瞪羚企业23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200
家；新入选国家“万人计划”专家2人、泰山
产业领军人才5人。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加快培育鼎成、天维膜等“隐形冠军”企业，
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团队）19人，建成院士工
作站14家，落实人才扶持资金9300万元。潍坊
综合保税区积极对接融入山东自贸试验区建
设，今年到账外资1 . 31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
20余倍。

潍坊选择4个开发区先行试点，内设机构由194个减少为33个

管委会“瘦身”

今年放流各类鱼苗

47784 . 1263万单位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

的“2019中国品牌强国盛典”活动在北京举行。潍
柴动力跻身2019“十大年度榜样品牌”，也是本届
山东省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企业。

董事长谭旭光应邀上台与观众分享了潍柴高端
液压技术成果。随着这一成果大规模商业化落地，
将化解中国高端农业装备的基础技术瓶颈。

多年来，潍柴心无旁骛攻主业，扎扎实实搞创
新，用可靠的品质赢得了客户的口碑，打造了厚重
的“国之重器”。从“中国质量奖”“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到“十大年度榜样品牌”，作为山东装
备制造的龙头，潍柴为山东人民再次捧回国家级荣
耀。站在新征程上，潍柴砥砺再出发，实力闪耀
“中国品牌”之光。

潍柴动力跻身

“十大年度榜样品牌”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市洛城街道帮扶干部把感

情、真情注入脱贫攻坚战中，赢得了群众的掌声。
近日，记者随帮扶干部孙振江来到洛城街道李

家村帮扶对象李永春家中。
“多亏了孙振江同志，要不是他帮助，我们哪

能住上这么亮堂的房子？”李永春表示，以前住的
是土屋，环境跟这根本没法比，“电视、桌椅、床
褥都给俺配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为确保贫困户温暖过冬，洛城街道帮扶干部利
用周末和晚上时间，为596户贫困户送去棉被等过
冬物品，对151户具备条件的贫困户进行旱厕改
造，落实107名残疾人残疾补贴。

为进一步改善贫困户居住条件，洛城街道投资
480余万元，为600户贫困户新建、粉刷、修缮房
屋，其中，新建房屋22户。

真情融入脱贫攻坚

赢得群众赞誉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郭玉华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以来，坊子区深入推进“版

权进乡村”行动。
坊子区重点保护乡村旅游、节会农业、农业龙

头企业、品牌农产品、优秀乡村文化等农业“新六
产”版权，引导各类特色乡村旅游产品、特色农产
品打造知名版权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档次。这
个区围绕版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大力培育
“乡村版权示范企业(园区)”和“乡村版权示范
村”，引领乡村版权产业快速发展壮大。目前，全
区已培育版权保护带头人6名、示范企业（园区）4
个、村居4个。

此外，坊子区还推动版权服务进乡村工作。设
立乡村版权保护工作站、成立行业保护协会，逐步
建立起覆盖乡村的版权工作机构，推动版权服务向
乡村延伸。

坊子区深入推进

“版权进乡村”行动

□郑颖雪
沈志海 报道
12月17日，青州市

农技专家在东夏镇边线
店子村蔬菜大棚内指导
菜农种植、管理紫白
菜。

鉴于当前传统大宗
产品市场相对饱和的状
况，青州市农业农村局
高度重视“名特优”
“新奇特”农产品的推
广工作，组织农技专家
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
农业生产，深受群众欢
迎。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张乐宾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产业集群及集群领军企业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的重要载体。记者日前从潍坊市发改委获悉，省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推进办公室公布全省首批“雁阵形”产业集群、集群领
军企业入库培育名单，潍坊市的高端动力装备产业集群、声学光电
产业集群、现代高效畜牧业产业集群、品质蔬菜产业集群、黄金珠
宝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等5个“雁阵形”产业集群入选，数量位居全
省第2位；歌尔股份、中化弘润、潍坊银行、蔬菜产业集团、华盛
农业、孚日集团、大易文化等7家企业成功入选集群领军企业，数
量居全省第3位。

潍坊5个产业集群7家企业

进入全省“雁阵形”产业集群

及集群领军企业培育库

□ 责任编辑 赵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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