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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申红 田可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7日早上不到7

点，济南市历下区燕山街道和平路北
社区党委书记于永峰，就带领“新时
代泉城义警铁骑队”30名队员，分赴
济南市第七中学、省实验中学等5个
高考考点，协助公安、交警维护周边
秩序。有考生堵在路上，他们驾驶摩
托车及时接上送往考场；做好引导，
避免送考家长在考点外过于聚集；第
一时间发现处置周边噪声点，保证周
边“静音”。顶着烈日，他们的志愿
服务及时、到位，获得了考生、家长
的一致点赞。

“去年6月的高考，恰好是这支
队伍志愿服务的开始。今年我们再参
与进来，也是对‘起点’的一种‘纪
念’。”于永峰说。作为“泉城义
警”发起人，他坦言“没想到，自己
和身边的摩友‘玩出圈’”。作为摩
托车资深骑手，他原本只是打算通过
开展活动，宣传文明守法骑行，让市
民不再把“摩托车骑行者”同“炸街”

“飙车”画等号。一年来，来自全市各区
县的百余名成员集结起来，队伍下设
应急救援、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多支
分队，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在社区党
委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

他们之中，“80后”“90后”占
了大部分，有私企老板，有外卖小
哥，有公交司机，还有医生、律师，
本职工作不一样，但人人都是古道热
肠——— 济南交警槐荫大队辅警金衍虎
是队长，常常下了夜班，稍作休整就
赶到社区，第一时间上门解决困难群
众需求；私企老板邢万里为社区建
设、队伍行动无偿捐赠大量应急设
备；疫情严峻时，“泉城义警”二中
队队长张强背着几十公斤的消毒设备
跑上跑下喷淋，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
后，突然体力不支晕倒……

如今，“泉城义警”依托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庭院载体平台，行走在
文明实践“最后一公里”，常态化开
展几十项为民服务活动。“东家发现
大马蜂赶不走，西家门前化粪池淤
堵，都会来求助。上了年纪的老街
坊，没法出门买菜的、手机上不了网
的，也过来问，志愿者们从没说过不。”
该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田中美说。

队员们也走出了社区。他们与燕
山派出所联合开展联防联控治安执勤活动，每天安排两名队
员在夜间配合干警巡逻出警；与历下交警大队共建，在部分存
在安全隐患的路口开展疏导；每逢节假日，在红叶谷、大小门
牙、七星台等景区协助疏导车辆；辅助交警部门为济南市民电
动车义务挂牌4200余辆。身着英姿飒爽的应急服装，骑着统一
标识的摩托，“泉城义警”成了济南一道亮丽的公益风景。

“泉城义警”是和平路北社区20个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
之一。当地还通过网格化志愿服务模式以及社区心愿墙、
“社情民意树”等，收集了解居民的心愿，实现网格化覆
盖、菜单式定制、多元化服务。“现在，给居民办事儿，不
再只是社区居委会‘磨破嘴’，越来越多的人怀揣着满满的
认同感、责任感参与进来，实现群众有需要，党员、网格
员、志愿者主动响应、靠上服务。”于永峰说，“我们还要
利用志愿服务推动庭院自治，带领广大居民议定社区民生实
事，为辖区内开放式小区引入公共物业。”

“维护公益组织的服务热度，让志愿者成为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活跃因子。”燕山街道党工
委书记徐琳表示，他们已将下辖7个社区1 . 6万户居民划分成
46个网格，列出责任清单，鼓励更多的志愿者队伍参与进
来，打造“爱满格”网格治理格局，进而实现“基层有活
力，群众得实惠”。

济南市历下区还计划在每个街道、社区培育打造1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并为每个社区配备一名新时代文
明实践专员，负责社区志愿服务、宣传引导、文明创建和社情
民意收集反馈，把志愿服务做到基层、做进社区、做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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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念东

“这里已基本完工，我们正在调试线
路，为后面的正式运行作准备。”6月17
日，在鲁西南（菏泽）大数据中心项目大数
据科技馆一楼展厅的施工现场，工人宋成
浩、刘传顺正在紧张忙碌着。

据该大数据中心项目部经理张志博介
绍，该项目作为菏泽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融入鲁南经济圈一体化的重要支点，其建设
进度一直备受关注。通过落地“一中心”、建
设“一张网”、统筹“一片云”、接入“一平台”、
整合“一出口”，该项目搭建起菏泽市智慧城
市的框架，为智慧菏泽和“231”产业发展提供
大数据存储和计算服务。

与鲁西南（菏泽）大数据中心项目有着
同样“使命”，于2019年落户菏泽的全省重
点项目——— 大唐5G网络山东生产运营总部
基地，也在快马加鞭建设。“大唐5G网络
是从事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领域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公司，聚焦民生改善与行业升
级的信息化服务。”大唐智创(山东)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韩伟昌说，大唐5G网络构建
了以“中国云”技术平台和大数据引擎为主
体，以实体园区产业资源对接服务为基础，
以资本对接的投融资服务为驱动的“一体两
翼”资源型移动互联网创新发展模式，围绕
大数据、人工智能、5G智能网联等领域实
施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创新。

鲁西南（菏泽）大数据中心、大唐5G
网络作为菏泽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项目，与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鲁南经济圈一体

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中“布局建设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要求相契
合，预计将在今年9月底正式投产。届时将
与鲁南（枣庄）大数据中心和济宁、临沂华
为云大数据中心建设鲁南经济圈分布式共享
数据库，实现菏泽、临沂、枣庄、济宁四市
在交通、政务、企业、物流、金融、医疗、
教育领域的信息共享。依托中科院计算机所
临沂、济宁分所等开展大数据应用研究，打
造鲁南“新型智慧城市群”。

一体发展，交通先行。菏泽正在加快布
局，构筑综合物流体系，加快鲁南经济圈融
合发展。鲁南高铁菏泽至兰考段首榀箱梁即
将架设，明年全线通车，将结束菏泽不通高
铁的历史。此外，菏泽牡丹机场航站楼、飞
行区等主体工程即将收官，预计今年年底达
到通航条件。岚曹高速枣庄到菏泽段最后一
层路面沥青正在摊铺……

据枣菏高速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
目竣工后，由菏泽到日照的岚山港，将是山
东省最南面的一条高速，它连接着临沂、枣

庄、济宁等鲁南地区的城市，加快了沿海地
区和鲁西南地区的经济对接。

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加快建设，围绕
菏泽的高速交通正在逐步成网。在这些交通
枢纽的环绕中，一座37平方公里的陆港产业
新城正在崛起，保税物流中心、邮政电商物
流园等20余个项目已经落地运营。这将成为
鲁、苏、豫、皖四省交界的重要物流枢纽，
打造鲁南经济圈面向周围省份的物流门户。

据菏泽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刘志飞介绍，
菏泽、临沂、枣庄、济宁四市共同签署了基
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生态保护
一体化、文旅医教一体化、对外开放一体化
等关键领域的框架合作协议。

“产业、基础设施、文旅、环保等各方
面实现一体化发展，为鲁南四市融合发展提
供诸多契机，菏泽大有可为。”刘志飞说，
根据《意见》提出的“推动制造业错位布局
协同发展”，菏泽以实施传统产业提升工程
和实施主导产业壮大工程为重点，协同临
沂、枣庄、济宁，打造全国重要的区域性先
进制造业基地。做大做强现代高效农业和农
副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以现代中药、抗病
毒系列新药、靶向药物为主的生物医药产
业。实施强链补链工程，聚焦主导产业、围
绕龙头企业，协同开展招商引资，提升产业
集群集聚集约发展水平。

在文旅方面，菏泽将协同另外三市推进
齐鲁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等传承发展，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齐鲁文化品牌。组建鲁
南旅游联盟，实行4市居民旅游同城化待遇。

在促进社会事业共建共享方面，4市将
联合组建区域专科医疗联盟，鼓励医疗卫生
人才跨市多点执业，支持基层医疗卫生人才
到上级医疗机构研修。同时加大省级教师培
训向4市倾斜力度，建立鲁南高校联盟，加
强菏泽学院、枣庄学院等内涵建设，提升办
学水平。

菏泽筹建鲁西南大数据中心、构筑交通网络，加快鲁南经济圈融合发展

抱团共建“新型智慧城市群”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近日，在鲁西南(菏泽)大数据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在升降机上作业。

□ 本 报 记 者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王玉磊 吴华

拿一本《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
证》，到银行通过综合抵押拿到了80万元贷
款，这是最近发生在武城县种粮大户牛文忠
身上的新鲜事。从之前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抵押贷款，到现在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
押贷款，武城县在创新体制机制、盘活农村
资源的道路上走得扎实。

牛文忠是武城县志远粮棉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理事长，通过托管和流转，他经营的土

地面积越来越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越来
越多。“这次贷款，我们和县农商银行对
接，用股权证作的抵押，解决了融资难的问
题。”牛文忠介绍。股权是村集体资产量化后
折算的。武城县作为山东省17个农村集体资
产股权质押贷款试点县之一，把农村经营性
资产和除去承包地、宅基地的资源性资产全
部进行清产核资，折算成股份。“一人一股，以
户为单位，每户发一本证书，这样农民就变成
了股民，可以参与集体资产经营活动，还可以
拿着股权向银行进行质押再获得贷款。”武城
县农村经济服务中心副主任赵淑莉介绍。

然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不同于公司股
权，变现起来通常比较难，要让银行放心地
向农民放贷款并不容易。武城县人民银行、
财政等部门共同参与，制订评估办法，解决

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把村委会和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分开，村委会一个账户，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一个账户，银行能看到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的收入，放贷就心中有数。”中国
人民银行武城县支行行长王长德说。不同的
村集体资产每一股的价值不同，参与试点的
5家银行与政府部门以及村居党支部书记等
共同组成评估小组，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
折算出每一股的价值。“有集体企业的，如
果发展前景好的话，适当提高评估价值。有
一些发展前景不好，或者村集体本身有不良
贷款，我们适当下调评估结果。通过这些措
施，就能有效盘活农村僵化的资产。”武城
县农商银行副行长赵峰表示。

盘活后的集体股权可以按照实际价值的
50%进行质押，有了抵押物，也降低了银行

的经营风险。武城县政府还出资1000万元，
设立风险补偿金。“一旦出现不良贷款，我
们马上启动补偿程序，按照30%的比例，单
笔最高80万元的标准进行补偿。既为银行解
决后顾之忧，又给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
丸。”武城县财政局局长王洪胜表示。有了
政策的保驾护航，一些新型经营主体就有了
大展拳脚的底气。经过综合抵押，牛文忠用这
80万元贷款购买了2架植保无人机，扩大了
3000亩地的服务面积。“这种大额度的贷款对
于我们来说难度很大。确实没想到股权证能
让我们的贷款额度增加了这么多，解决了我
们的难题。”牛文忠说。据悉，在多方共同推动
下，截至今年6月末，武城县共发放农村集体
资产股权质押贷款159笔，贷款金额6556万
元，贷款金额居全省试点县首位。

武城县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贷款金额居全省首位

农民变股民 资产变资源

□ 本 报 记 者 贾瑞君 李明
本报通讯员 张耀魁 钟鹏飞

7月6日一早，广饶县花官镇洛程村党支
部书记程维远的手机就响声不断，来自青
岛、临沂、烟台等地的食品加工出口商纷纷
询问今年大蒜收成和销售意向。走在村中，
家家户户门口都整齐地放着晾好的大蒜。

花官大蒜是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洛
程村正是花官大蒜的发源地和主产区。最多
的时候，村里大蒜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如
何让这棵“摇钱树”更加粗壮，洛程村党支
部牵头成立了广饶县惠民富硒大蒜农民专业
合作社。目前合作社已形成了从良种、农资
购进到机械化管理再到销售和品牌打造的全

程化服务，致力于打造大蒜标准化种植基地。
合作社将村内种植户统一起来，由合作

社出面直接与良种供应商、农资生产厂家合
作，省去中间环节统一采购，农资成本每亩
节省200多元。“钱省了，蒜种得更好了。”程维
远说，合作社与肥料生产厂家合作，采取测土
配方模式，根据村里土壤情况“对症下肥”，大
蒜品质和产量都有不小的提升。

合作社先后出资近20万元，购进了大蒜
播种机、收蒜机、分瓣机等机械免费为村民
提供服务，引导机械化管理模式。“目前村民
已比较认可这种模式，效率高，还省人工。”程
维远说，就拿播种机来说，一小时能播3亩地，
一天就是30亩，代替90个劳动力。

农资省了、管理更高效了，如何让大蒜

卖得上高价才是关键。“要卖高价有两点很
关键，品质和渠道。”程维远说，合作社通
过测土配方指导村民使用有机肥，并统一聘
请专家全程指导，农产品检测也搬到地头，
顺利通过“绿色产品”认证。大蒜有了“名
气”，省内多家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都慕名
而来，建立合作关系，洛程村的大蒜也顺利
走出国门，远销美、日、韩等国家。

“由合作社统一议价，加上品牌效应，村
里的大蒜销售价格提高不少。”程维远说，在
蒜薹销售上，村民每亩比以前多卖近300元，
蒜头也多卖200多元。而通过标准化基地的打
造，合作社近年来先后获得扶持及奖励资金
近200万元，全部用于村大蒜产业发展。

像洛程村这样的“党支部+合作社”模

式也得到各级的肯定。今年，广饶县发挥各
级党委统筹作用和村党支部引领作用，带头
拓宽增收渠道、规范运行管理，试点深化
“党支部+合作社”模式，主要探索土地股
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领办服务
（劳务）型合作社三种形式。“农民的腰包
鼓了、生活好了，基层组织建设也更加有力
了。”花官镇党委副书记牛永江说，在党建
引领下，花官镇先后在油坊村、温楼村等8
个村建起了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示范引
领，在全镇形成了争相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的良好局面。

目前，广饶县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66
个，新上集体经济项目28个，年可实现村均
增收5 . 3万元。

广饶县试点深化“党支部+合作社”模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村民入社享服务 大蒜长成“摇钱树”

金腰燕
野外特征：脸侧及后颈栗红，头顶
及体背深钢蓝色，腰浅栗色具细纵
纹。下体白而多具黑色细纹，尾长
而叉深。飞翔时翼下白。

（□丁洪安 拍摄）

威海公共文旅云上线
□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李忠蕾 报道
本报威海7月8日讯 今天，记者从威海市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威海市按照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标准的相关要求建设了威海公共文旅云，
目前已上线。

威海公共文旅云通过整合现有的市级、区市、镇街以及
部分村（社区）公共文化场馆、文化活动、数字资源和旅游资
源，融合“公共文化+文化产业+旅游产业”，通过PC端、WAP
端、移动端应用、微信公众号等四大渠道，突破时空，实现文化
服务“政府配菜”与“群众点菜”相结合，面向威海市民和游客
提供一站式信息资讯、文化活动、场馆预订、文化课堂、品牌推
荐、文旅服务、非遗传承、公益创投、文化社团、文化志愿者、文
创商城、群众反馈等网上服务。

该平台建设采用“1+X”形式，“1”即市级云平台，
“X”即市群众艺术馆、市图书馆、市博物馆、市美术馆数
字场馆及各区市云平台，从而实现由统一平台对文化活动集
中展示。广大群众可以通过公共文旅云获取全面的文旅资
源，文旅部门可以在统一平台监管活动效果，从而达到群众
方便参与、社会团体方便组织、文化机构方便管理的效果。

□新华社发
7月8日，潍坊市潍城区城关街道十

笏园社区的小朋友在了解木版年画的印
制。

当日，潍坊市潍城区城关街道十笏
园社区开展了“暑假学‘非遗’”活
动，组织社区内放暑假的孩子到十笏园
文化街区现场体验了解潍坊风筝、木版
年画、传统花灯等非遗项目的制作工艺
过程，感受家乡传统民间文化的魅力，
乐享假期。

暑假学“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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