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任万帅 王玲玉 报道
本报利津讯 仲夏时节，田园如画。在

利津县汀罗镇前关村圣水循环农业示范园，
新一批43个高标准温室大棚正在紧锣密鼓地
快速建设。

“我们村人均1 . 8亩地，大多都成了几
近撂荒的盐碱地，靠种地落不下几个收成。
去年经过开发，土地流转费每人每年1400
元，我在这里打工一天还能再赚80元。”刚

刚“变身”园区职工的前关村村民范廷英高
兴地说。

圣水循环农业示范园项目占地面积2000
亩，以循环模式进行开发，致力打造集生
产、加工、科研、培训、观光、旅游为一体
的综合性农业园区。

前关村党支部书记崔星国告诉记者:“我
们把高效种植、养殖、水产、观光采摘等纳
入进来，形成完整产业链条。”目前，圣水
循环农业示范园项目已建成香菇种植大棚43
个、蔬菜种植大棚9个、冷库4个，正在建设

的43个高标准温室大棚预计7月底前投入使
用。

现代农业园区为盐碱地上发展高效生态
农业蹚出了一条好路子。去年以来，利津县
牢牢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科学谋划利
津方案，探索具有利津特色的乡村振兴之
路，以沿黄乡村振兴发展带为载体，重点扶
持智联农创现代农业示范园、汀罗镇圣水循
环农业示范园等1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打造“沿黄乡村振兴百里示范走廊”。

园区打造过程中，利津县整合涉农资
金向片区、园区倾斜，借势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样板村创建，引导金融资金、社会资
本向片区集聚。坚持以工业化理念推进现
代农业发展，高标准打造10个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抓好28个工程项目推进，推进北
宋金河滩、盐窝七龙河等田园综合体建
设，大力发展设施蔬菜，抓好品牌培育营
销，以园区建设推动农业“新六产”提档
升级，努力打造产业特色鲜明的沿黄乡村
振兴样板工程。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谭芳 尚凡芹 报道
本报广饶讯 7月7日，在广饶县方昊科

家庭农场瓜蒌种植基地里，成排的水泥架上
爬满郁郁葱葱的藤蔓，一个个肥硕的瓜蒌挂
满了枝头，一派丰收景象。

提起种植瓜蒌，35岁的农场主李佃卿介
绍，这些年一直从事轮胎销售工作，偶然的
机会，他在安徽出差时，品尝到了瓜蒌的瓜
子，感觉口味不错，深入了解发现，瓜蒌的
综合效益好，种植周期短、见效快。经过七
个月的实地学习之后，李佃卿回到家乡创办
了广饶县方昊科家庭农场，流转了155亩土
地，订单种植了103亩的瓜蒌和47亩的吊瓜。

李佃卿介绍，3年的瓜蒌根茎每亩收益

在7000元左右，瓜子的收入达到10000元/
亩。农场还与安徽满园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了收购合同，如果遇到市场不稳，企业
将以保底价格收购。看到瓜蒌的发展前景，
李佃卿又尝试把瓜蒌加工成炒货成品销售，
进一步增加了产业的附加值。

有特色就有市场，有市场就能增效。广
饶县的农民认准了这个道理，在有限的土地
上孕育特色，以特色种植开拓市场，带动农
业结构调整，牢牢地牵住了增收的“牛鼻
子”。

在李鹊镇后大张村的中草药种植基地
里，一串串紫色小花的黄芩长势喜人，花香
四溢。来自广饶县绿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飞
防队伍正在利用植保小飞机喷药除害虫，一

旁的几名工人正在忙着除草。该村共有土地
面积1200余亩，其中920亩的土地流转之后进
行黄芩、丹参等中草药种植，由广饶县守民
家庭农场、海峰家庭农场等5个农场负责具
体运营和管理。

后大张村党支部书记焦原祥告诉记者，
去年有客商到村里来考察中草药种植项目，
洽谈多次后，村“两委”多次召开会议帮助
流转土地，最终，项目涉及的178户村民以
每亩一年1100元的价格跟客商签订了合同。
基地雇用了大量村民，带动了周边乡亲一起
致富。正在忙活的赵红梅大姐高兴地说：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一天接近
100块钱呢！”

“春天卖种苗，夏天卖种子，秋天卖药

材，到了冬天可以卖丹参茶、黄芩茶，一年
四季都能赚钱，买家都是上门收购。”守民
家庭农场农场主孙守民算了一笔账，除去承
包土地费和人工费，按照往年的价格，一亩
地一年净利润能达到1000元，比种庄稼划算
多了。

以绿色生态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为目
标，广饶县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和种植大户发展特色农业，重点培养名优特
新经济作物，大力扶持以蔬菜种植、花卉繁
育、中药材种植为主导产业的农业新型经营
主体，引导更多的农户进入产业化经营链
条。截至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
715家，家庭农场达到763家，各类农业新型
经营主体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记者 贾瑞君
通讯员 王彦磊 于佳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低油价孕育出新机遇，也

催生了胜利油田老油田效益开发新模式。已
经开发了26年的中石化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
单14区块再次焕发青春。

今年以来，这个地区共实施油水井措
施17口，累计增油6800吨。滨南采油厂拿出
3个区块与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共同开发，有
效解决了该区块油藏开采“老大难”，这
得益于胜利油田目前正在推进的院厂合作
模式。

所谓“院厂”，在胜利油田是指科研院
所和原油开发单位。2018年胜利油田围绕油
藏开发矛盾，鼓励科研院所和开发单位联手
进行市场化合作开发，在5家开发单位探索实
施油气区块效益开发风险承包新模式，发挥
双方的各自优势创新合作方法，加快成果转
化。

胜利油田副总师、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院长钱钦说，随着油田进入开发后期和未动
用储量开发不断深入，单一技术已经很难满
足油田效益开发需求，院厂合作可以加快形
成各类油藏在不同开发阶段的主导配套技
术，实现老油田效益开发。

2018年，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和开发单
位首次开展院厂合作，签订的4个区块风险承
包协议在当年就实现增油1 . 44万吨，2019年他
们把合作范围扩大到18个区块，实现增油6 . 36
万吨，今年上半年增油1 . 7万吨。

今年5月份，中石化百日攻坚创效行动期
间，为了让双方合作释放更多创效潜力，胜
利油田在过去存量合作的基础上，把合作方
向由过去的“存量增效”向“增量创效”转
变，不仅要保证老区稳产基础，同时还要想
尽方法多增油。

这一方式激发了双方的合作热情，也倒
逼科研单位拿出更多先进技术与开发单位联

手，共同攻关油藏开发难题。“院厂合作的
目的不仅是增油，更重要的是帮助老油田实
现低成本高效益开发，推动油田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钱钦说。

胜利油田物探研究院、勘探开发研究院
等科研院所也纷纷走出实验室寻找合作对
象，把自己的技术应用到生产中满足油藏开
发需求。5月份以来，仅胜利油田石油工程技
术研究院就与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河口采
油厂等6家开发单位签订了“油气增量合作开
发项目承包框架协议”，在13个敏感稠油、
断块低渗、高含水等难动用区块开展增量承
包合作。

□记者 贾瑞君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3日中午，东营经济技

术开发区东城街道田庄村田甜蔬菜种植农民
合作社施工现场，田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建民
正和工人一起，给刚刚预制好的生产路洒
水，身后的几个现代化大棚已经初具雏形。

“我们一期计划建设20多个现代化钢结
构大棚，经营范围涉及蔬菜、苗木、花卉种
植、销售及技术推广服务和水产养殖等多个
种类。”马建民指着身边的平面规划图展板
向记者介绍，前期他们经过多方调研，并结
合村子里的基本情况，最终决定成立合作
社，并流转了450亩土地开始探索现代化大棚

种植。然而，今年资金出现短缺，让合作社
社员们一时犯了难。可没过多久，东营莱商
村镇银行六户支行行长崔立鹏的到来给社员
们吃了“定心丸”。

原来，东营莱商村镇银行通过由政府担
保公司担保、对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通过“一镇一产业贷”等形式为乡村整体授
信，很快为合作社里的53名村民发放了累计
795万元的贷款。“有了这些担保贷款，还有
政府全额贴息，咱这活干得也越来越有盼
头。”马建民介绍，按照现在的施工进度，
今年10月份他们的合作社就能实现产出。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东营市中心支

行在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
深入推动“首贷培植行动”，针对从未获贷
企业“缺信息、缺渠道”“征信少、评估
难”“担保弱、风险高”等问题，通过搭建
平台促进对接、开展帮扶专项行动、引导产
品和服务创新、建立通报督导机制，切实提
高了小微企业首贷获得率。

首贷难，关键在于银企信息不对称。中
国人民银行东营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
科长刘冲介绍，他们组织6家银行机构和10家
商会先后举办洽谈对接6次，促成了银企首贷
合作31笔2253万元。前5个月，15家银行机构
通过银企洽谈专项座谈会、客户微沙龙等方

式与从未获贷企业、个人进行对接，达成合
作意向123户3 . 22亿元。

得益于首贷银企信息渠道的不断拓宽，
东营中启劳务有限公司从中国农业银行东营
市分行获得了127万元贷款。“从提交贷款申
请到拿到贷款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银行
还为企业办理了三年滚动授信，算得上是
‘金融保姆’服务了。”公司财务经理郑华
艳说。

今年前5个月，东营市引导全市银行机构
培植首贷客户1507户，获贷首贷客户1447户
12 . 62亿元，获贷首贷客户数、发放贷款额分
别较去年同期增长116 . 29%和159 . 14%。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徐向正 陈永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2日，在上海工

作的苟晨晨急急忙忙赶到河口区政务
服务大厅对教师资格证进行认定。
“不好意思，您还缺少一份无犯罪证
明。”工作人员的一句话让苟晨晨差
点哭了出来。“您不要着急，我们可
以帮您给公安部门发个函，这边先帮
您受理，那边传真过来没有问题的
话，我们会把认证结果帮您邮寄到单
位。”苟晨晨连忙道谢，认证工作很
快完成。

业务的高效办结，得益于河口区
再造政务服务流程的有益尝试。河口
区于2019年首批纳入涉及19个部门的
市场准入、社会事务、城市管理等领
域的321项事项，窗口由原来的25个压
减到9个,实现了“到一个窗口、办一
切事”。该区对标深圳市政务服务中
心，对7个部门单位的窗口服务实行
外包，全面负责咨询引导、窗口受
理、帮办代办、自助服务等工作，84
个窗口压缩整合至35个，行政成本大
幅下降。

为再造中台运转流程，河口区依
托智能化服务系统，全分解办事需要
的材料、流程，将办事情形分解成
“最小颗粒度”，让前台窗口对收件
的运转实现模块化、标准化。梳理细化商事登记、社
会事务、城建交通等领域54个高频事项，共拆分出
218个子项、796种情形，减轻窗口受理人员负担的同
时保障了业务的高效运转。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陈世钊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应急管理工

作，完善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提升全区应急救援能
力和实战化处置水平，围绕全国第十九个安全生产
月“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主题，7月3日上
午，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安委会举办2020年危险化学品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实战演练。

此次演练模拟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制氢车间
反应器泄漏起火事故，整个演练过程严格按照应急
预案执行，通过疏散撤离、事故报告、现场处置、
应急救援、事故监控、伤员救治、治安维稳、严防
次生灾害等多个环节紧密衔接，实现了从预案启
动、企业处置、部门响应、多方救援到事后处置全
过程检验，使全区应急救援机制得到一次真实、有
效的锻炼。同时此次演练首次运用“智慧园区”科
技信息化手段，对事故演练现场进行全程跟踪调度
和可视化动态监控，为下一步提升园区应急处置能
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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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平台促进对接 开展帮扶专项行动

东营破解小微企业“首贷”难题

广饶引导更多农户进入产业化经营链条

发展特色农业 助力乡村振兴

低油价催生老油田效益开发新模式

利津县：蹚出高效生态农业好路子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田鹏飞 崔姗姗 报道
本报东营讯 盛夏的垦利大地，热浪翻

腾，随着联合收割机连日来在田间不断驰
骋，黄澄澄的麦粒哗啦啦流进了粮袋。这几
天，垦利区董集镇国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玉景正忙着把收割上来的小麦称重归
仓。7月初，随着张玉景家234亩小麦颗粒归
仓，垦利区夏收也全面完成。据统计，今年
垦利区小麦收获面积共23 . 16万亩，平均亩产
能达到430公斤，比去年增长5 . 73%。

小麦归仓，让从事了大半辈子农业的张
玉景心里踏实了不少，但收获背后的艰辛让
这位庄稼汉子也感慨颇多：“先是突如其来
的疫情打乱了春管节奏，后来麦子又遇上了
部分茎基腐病，春天还遇到了倒春寒，今年
的丰收着实来之不易啊。”今年垦利的夏粮
丰收越过了不少坎坷，病虫害防治、台风冰
雹天气危害、田间管理期间又遭遇新冠肺炎
疫情……面对这些新情况，垦利区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举办了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培
训班，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指导春耕春管、
夏收夏播、生产秩序，打通农资供应、农机
作业、农民下田的难点堵点，确保不误农
时。今年垦利区农业部门也针对小麦条锈
病、点锈病等流行病，及早制订防控预案，
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开展统防统治和应急防
治，“组合拳式”的硬核措施，使得垦利区
小麦种植没有受到大的病虫害影响。

“今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每亩地比去年

提高了将近13块钱。”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刘玉明说，政策好，老百姓种粮的积极
性也有了明显提高。

夏粮丰收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张玉景介
绍，在田间管理期间，无人机、联合收割

机、农业物联网等，给粮食生产装上了“千
里眼”“顺风耳”。原来，垦利区依托粮食
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的实施，集成推广粮
食绿色高质高效标准化生产技术模式，为项
目区安装了物联网监测站，配备了水肥一体

化设备，配发了麦田返青肥，开展了小麦新
品种对比试验、统一机收机播等社会化服
务，推广了先进耕作、播种、灌溉、植保等
现代化节种、节水、节肥、节药新机具、新
装备，推动全区粮食生产绿色高质量发展。

垦利区：粮食生产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李明
解朋龙 报道

7月7日上午，东
营市公安局组织各警
种力量在每个考点设
立驻勤服务专班，为
考生提供现场办理临
时身份证明、紧急运
输接送等服务，并采
取定点守护和流动巡
逻相结合的方式，提
高考点周边的巡逻密
度和见警率，做好防
疫秩序维护、交通临
时管制等，确保考点
安全有序、考生高考
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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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举办

危化品事故应急实战演练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张振 李永杰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日前，东营市社会组织党群服务

中心暨社会组织创新示范园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城街道辽河社区揭牌。

作为公共服务平台，园区采取“党建引领、社
会参与、专业管理、创新服务”的运作模式，聚焦
提升社会组织能力、释放社会组织活力，通过整合
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资源，不断拓展党建教
育、资源整合、能力提升、项目支持、公益实践等
功能，打造社会组织创新示范区、公益资源集散
地、公益发展生态圈。该平台的启用，是完善社会
组织综合服务体系的有力支撑，也是创新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的有力探索，标志着东营市党建引领社会
组织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东营市社会组织

党群服务中心揭牌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陈镜旭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2日上午，东营市公安局海岸警

察支队正式揭牌成立。
东营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前身为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东营市边防支队，1985年，随东营市地级市
设立后沿海管控的需要而设立。2018年12月25日，支
队全体官兵全部退出现役，转入人民警察体制。海岸
警察支队成立后，将继续担负全市沿海治安管理和海
防管控任务，防范和打击沿海地区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管辖沿海地区发生的偷渡案件，查获的走私、贩
卖、运输毒品和走私制毒物品等案件，保卫国家政治
安全，贯彻国家海防战略，维护沿海治安稳定。自
1985年组建以来，东营边防历经35载，始终恪守听党
指挥的忠诚本色，始终聚焦能打胜仗的目标使命，始
终保持作风优良的军人操守，为维护全市社会安全稳
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东营市公安局

海岸警察支队成立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于亚琼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5日一早，垦利区中雨，黄河水

位有所上涨。作为垦利区主城区所在地，垦利街道防
汛指挥部科学研判，立即下发指令：防汛队伍全部上
岗，防汛措施全面跟进。排查过程中，防汛队员发
现，经前期黄河水位冲刷，辖区十八户滩出现塌陷，
随时有溃坝风险。险情就是命令。指挥部快速组织人
力物力，对该段实施加固。

进入6月以来，垦利街道召开防汛调度会，分析
研判雨情、水情等形势，安排部署全街道防汛重点工
作。按照防汛责任体系网络图，全面落实落细责任，
各相关人员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加强协作，24小时
无缝监测、做好物资准备等工作，推动形成防汛工作
的整体合力，确保各项紧急任务迅速有效落实。同
时，街道以问题为导向，对区域内的沟渠、水系等全
面开展汛前隐患排查，逐一核查试机、维护和疏浚，
对河道堤防以及影响泄洪的障碍物进行清除，确保有
备无患。同时，对易涝易淹地段，按照“一点一案”
要求，强化问题整改，确保汛期来临时，做到“挡得
住、排得出、降得下”。

垦利区精细化

推进防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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