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赵洪杰 李 振
赵 丰 杨国胜

仲夏时节，行走昌潍平原，智能化大
棚、现代林果基地、田园式社区，处处洋
溢着勃勃生机。

宜人的乡村美景，有这样一组数据引
人注目：潍坊在全国1 . 7‰的土地上，用1
‰的淡水，生产了全国7 . 2‰的粮食、15 . 7
‰的蔬菜。去年，潍坊蔬菜出口量占全国

的1/8，禽肉出口量占全国1/6。
由表及里、表里相济。体量背后的逻

辑是，改革开放以来敢闯敢试的潍坊人接
续奋斗，探索出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
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社区化等
经验，形成了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
模式，有力推动了农业农村改革发展。

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潍坊理应走在
前列。在“三个模式”发源地，以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潍坊先行区为统领，以制
度体制机制、产业高质量发展、组织引领
典型示范为核心内容的新探索、新实践正
稳步推进，让“三个模式”在新时代焕发
出更强的生命力。

体制机制创新激活全要素

“三个模式”的灵魂是改革创新。从
农业产业化“一分试验田”到农业开放发
展“国家试验田”，从推动生产要素更大
范围、更高层次的优化配置到全要素支撑
乡村振兴，潍坊始终用改革的办法、创新
的举措破解发展瓶颈、激发动力活力

过去，一提潍坊的农业，人们会对各
种“头儿”如数家珍：菜头儿王乐义，鸡
头儿王金友、花头儿李洪亮，猪头儿郑和
平，鸭头儿孔凡升，苗木头儿刘国田……

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
户。其背后是，为破解分散经营与大市场之
间的矛盾，潍坊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逐渐
形成了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
户，集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农科教于一
体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如今再提潍坊，人们开始对各种农业
开放发展平台津津乐道。在潍坊国家农业
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国际种业研发集聚
区一期项目正在打造世界先进的种业研发
创新中心；前不久刚奠基的国际博览园将

打造集展览展示、农业与食品产业创新中
心、检验检测认证中心等于一体的产业综
合体；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正将“寿光
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一个全国设
施农业标准输出中心呼之欲出……

大平台让人才、技术、资金等各类要
素资源不断向乡村汇聚。承载他们的，是
全国唯一一个以农业为特色的国家对外开
放试验区。要之，可概括为在农业开放发
展新体制上先行先试，为全国创造更多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机制体制上大胆创新，形成高端要
素资源集聚的“虹吸效应”，潍坊将农综
区建设视为乡村振兴的头号工程和创新提
升“三个模式”的主引擎。获得国务院批
复两年来，农综区在构建农业开放发展新
体制上大胆突破，已形成中百大厨房一二
三产融合、山东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交易
鉴证+抵押登记”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模
式、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审批改备案”等
一批制度成果。

“城镇和乡村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
的。”潍坊市委书记惠新安说，创新提升
“三个模式”，必须以更大力度破除妨碍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
障碍，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城乡融合的关键在于“人、地、钱”双向
流动。最近，潍坊推出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20条”，从干部配备、要素配置、资金投
入、公共服务4个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全要
素支撑。副市长马清民说，这种支撑是以链
条形式呈现的。比如，去年潍坊以31 . 39亿
元涉农资金为引子，通过市场化机制重点
投向示范片区，以此撬动工商资本下乡，

“三农”资金投入达到320亿元。
诸城常山乡村振兴示范片区集中打造

果品基地。在相关政策引导下，以前从事房
地产、机械加工等产业的万兴集团，3年来

投入1 . 4亿元，建成了占地面积6000余亩的
苹果乐园项目，带动农民就业1200余人。目
前，这一片区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 . 6万亩，
共招引21家企业下乡，总投资21亿元。

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必须让农村要
素活起来，产权制度改革成为潍坊选择的
突破口。昌乐县华安瓜菜专业合作社是一
个国家级示范社，由五图街道庵上湖村党
支部牵头成立。过去合作社和村集体资产
混在一起，哪些是村里的，哪些是合作社
的，谁也说不清楚，争议越来越多，严重
影响了合作社的长远发展。

在近年来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庵
上湖村把属于村集体的136亩原“四荒”
地、4002平方米村集体建设用地等，作为
集体经济股份量化到人，确权到户，并成
立了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集体经济股
份合作社再以这些资产入股到华安瓜菜专
业合作社，以产权为纽带理顺了村委、村
集体经济组织与专业合作社的关系。产权
清晰后，很多工商资本纷纷跟进与合作社
谈合作。

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去年
潍坊在全市农村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清理
村级合同、清理集体尾欠、清理闲置资源
资产“三清”工作，一个季度就增加村集
体收入近10亿元。在此带动下，潍坊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到了全面扫尾阶段。

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塑

造高质量

“三个模式”的核心是农业产业化。
潍坊聚力打造农业产业化的“升级版”，
围绕解决农业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以提高
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通过绿色化、
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推动农业加快由
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

（下转第三版）

昌潍沃野新秧遍
——— 潍坊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

■编者按

中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

坊。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创造了不少农

村改革发展经验，贸工农一体化、农业

产业化经营就出自诸城、潍坊，形成了

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三个

模式”的成功实践，特别是农业产业化

的理论和制度成果，成为指导我国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蕴含其中

的理念和做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三个模

式”，省委明确要求潍坊，在创新提升

“三个模式”上实现新作为、在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中当好排头兵、在推动农

业农村改革发展中勇做探路者。如何赋

予“三个模式”新内涵、新标准、新要求？

创新提升“三个模式”要破解哪些难题？

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近日，本报记者赴

潍坊蹲点调研，采写了这篇调查报道。

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陈晓婉

入夏，济南南部山区迎来一拨拨“观
星大队”。曾一度难以见到的满天繁星闪
耀，近年来随着我省生态环境的持续改
善，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中。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我省全力推进污染防治再攻坚，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截至2019年年
底，全省PM2 . 5浓度下降比例、优良水体
比例、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单位GDP二氧
化碳排放量下降比例4项污染防治核心指
标，提前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三五”约束
性指标要求，齐鲁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
来，蓝天白云、繁星闪烁从曾经的“奢侈
品”成为“日常品”。

莱州市南阳河畔，是市民健身散步的
胜地。点点绿色赋予河岸勃勃生机，碧波
荡漾让河流成为灵动风景。“我们利用中
水工程实现南阳河道生态补水，日供水
3500余立方米，净化河面水质。同时，通
过人工清割的方式，对云峰湖及河心岛周
边干枯芦苇进行清理，在云峰桥以西，栽
种鸢尾3万余棵，栽种荷花5万余棵。”莱

州市住建局园林建设养护中心河道管理队
队长王文军告诉记者。

为实现河道长效清洁，莱州的园林部
门还加强了沿线垃圾乱倒行为查处。通过
河道卫生分区定人、定段，做到任务明
确、责任到人，每日清运垃圾、杂草、枯

枝栏叶等20余吨，确保水域始终呈现洁、
净、美。

地处青岛西部的胶州市铺集镇，由于
地理位置特殊，该镇的大气环境治理难度
较大。近日，该镇新组建的“平原轻骑
兵”成为巡查整治全镇污染源头的尖刀。

“组队”两个多月来，已巡查企业和小作
坊620家（次）、餐饮业和烧烤店210家
（次）、工地 3 2家（次）、沙场 5 2家
（次）。

更多的治污努力做在曾经被忽视的环
节。入夏以来，臭氧污染直接影响我省环
境空气质量，我省随即全面启动2020年夏
秋季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专项行动，以6月
到10月为重点控制时段，以排放量大的
市、化工工业园区、企业集群为重点领
域，以石化、有机化工、表面涂装、包装
印刷、油品储运销为重点行业，开展挥发
性有机物强化治理攻坚行动。“经过努
力，成效已经初步显现。6月份，优良率
同比改善1 3 . 2个百分点。7月1日至1 5
日，优良率同比改善16 . 0个百分点。”省
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周杰介绍。

每一泓碧波都来之不易，每一角蓝天
都值得守护。近年来，我省将打赢蓝天保卫
战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精准
发力、综合施策，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今年1-6月，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浓度，
同比分别下降17 . 2%、20 . 0%、25 . 0%、22 . 2%、
4 . 8%、11 . 8%。 （下转第二版）

山东4项污染防治核心指标提前完成“十三五”约束性指标要求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成百姓“日常品”

□ 本 报 记 者 杜辉升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刘 涛 高云野

“最近，俺这小山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可
热闹了，疫情缓解之后，大伙儿都喜欢来这里看
村史家训，听老党员讲红色故事。”近日，记者
来到费县新庄镇祥和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
长、村支书吴庆增高兴地告诉记者，下一步村里
还要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届时就可以把实践
活动从室内搬到户外。

“一个个站点造就了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强大阵地。”费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段晓莉介
绍，截至今年上半年，费县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3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399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9个，实现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对全县行政村的全覆盖。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过程中，费县利用
“旧阵地”打新仗，不摆“花架子”、不做“假
样子”，综合利用现有党群服务中心、村“两
委”办公室及党建、综治、文化等宣传教育场所
资源，搭建活动平台，同时壮大志愿服务队伍，
打造特色志愿服务项目品牌，实现供给侧与需求
侧精准对接。目前10万余名志愿者活跃在费县各
个角落，累计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7000余场
次，参与群众74万余人次。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费县制定了
实践站标准化建设方案及评分标准，将全县各实
践站划分为A、B、C三级。在C级实践站必备办
公场所、组建队伍、开展好实践活动的基础上，
B级、A级标准逐级提升。据统计，全县A、B、
C三级实践站分别为26个、191个、182个。

“实践活动有亮点，我们全报道；人民群众
有需求，我们有回应。”费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李振海介绍，费县积极探索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融合发展，在硬件平台上实现了两
个平台融合。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线下为
主，与群众面对面开展活动，提供主体动力；费
县融媒体中心以线上为主，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的展示平台，为文明实践插上宣传的翅膀，提
供强大的舆论传播工具，并把点单系统放在融媒
体系统之中，让群众需求有回音、有回应，不断
做好“指尖上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今年，费县专门推出“视角费县”软件，开辟“文明实践”板
块，设置阵地管理、志愿服务管理、活动展示等功能，志愿者们可以
将实践站里开展的活动信息上传到平台。目前，“视角费县”软件已
经有5万余名注册用户。

“我们村开展活动后，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就能在朋友圈看到村民
们转发的报道。”在费城街道南巩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李建打
开手机上的“视角费县”软件，向记者展示南巩庄村发布的活动内容。

“现在大伙儿都想通过手机看看村里自己的活动报道。如今我们不只有
线下的活动场所，‘视角费县’这个平台让我们拥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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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8月1日讯 当前正值“七下
八上”防汛最关键时期，强降雨多发频
发，防汛抗洪形势严峻。1日开始，我省
大范围降雨，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理
厅、省气象局16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同时，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于
17时联合发布山东省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据预测，我省8月份平均降水量为170～
190毫米，较常年偏多二成左右。

省气象局1日16时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信号：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影响，预计今
天夜间到明天夜间，我省自西向东将有明
显降水过程，并伴有雷电和局地7～9级雷
雨大风。全省平均降水量30～40毫米，其

中菏泽、济宁、枣庄北部、临沂北部、济
南南部、泰安、淄博南部、潍坊、烟台、
威海和青岛有大到暴雨（40～60毫米），
局部大暴雨（100～200毫米），最大1小
时降雨量可达50～80毫米，其他地区有小
到中雨（5～15毫米），局部大雨（25～
50毫米）。根据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及前
期实际降雨量分析，济南南部、泰安大
部、济宁东部、烟台大部、青岛北部及南
部沿海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黄色预警），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
理厅、省气象局16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于17时联合发布

山东省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1日20
时至8月2日20时，济南、泰安、济宁、临
沂、青岛、烟台等市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
洪灾害（蓝色预警）。

为进一步做好防汛工作，省水利厅印
发《关于做好8月份水利防汛工作的通
知》，强调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
理，严格落实“测防报”各环节责任。要
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分析研判雨情水
情汛情，及时做好水库、河道洪水预报预
警，特别是要细化强化超警戒洪水预报预
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确保信息覆盖
到位。要密切关注强降雨区和降雨重叠
区，重点加强对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的防范应对。
绷紧安全这根弦，防御一刻不松懈。面

对8月全省第一场大范围降雨，各地全力以
赴备汛防汛。在临沂市城市防汛指挥大厅
内，临沂市城管局排水处工作人员严阵以
待。通过临沂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工作人员
可以实时监测布设在重点路段的160多个
积水监测设备。城区各处闸坝也可通过该
系统实现远程开启。同时，临沂市城市防汛
指挥部已提前调度安排防汛工作人员，在
重要积水路段定人定岗，清理井箅阻水垃
圾。市区城防办及时向交警等部门发布指
令和通报情况，针对经常出现的积水点通
知交警部门， （下转第二版）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济南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大范围强降水来袭，全省各地严阵以待
视频

今年上半年，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为5 . 04，同比

下降15 . 6%

环境空气质量 水环境质量

以国控点位统计，优良

天数比例为67 . 2%，同比增

加14 . 0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全省国控

地表水断面达到或好于三类

比例为67 . 5%，同比改善

3 . 6个百分点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

或优于三类比例稳定保持在98 . 1%，达

到国家设定的任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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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张则林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据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山东纳入财政部

PPP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项目770个，投资额8189亿元。其中，我省签
约落地项目542个、开工项目426个、运营项目153个、民营资本参与项
目282个，数量均稳居全国首位。

从地区分布看，项目数量前三位的是潍坊市、济宁市和临沂市，
分别为94个、82个和72个；投资额前三位的是青岛市、济宁市和潍坊
市，分别为2300亿元、841亿元和632亿元。

从行业分布看，项目数量前三位的是市政工程、交通运输和教育
领域，分别为311个、68个和63个；投资额前三位的是市政工程、城
镇综合开发和交通运输领域，分别为3334亿元、1167亿元和904亿元。

从签约落地情况看，落地率前三位的是淄博市、东营市和威海市，
分别落地项目26个、30个、22个，落地率分别达92 . 9%、90 . 9%和84 . 6%。

从重点领域项目情况看，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水利建设和污
染防治等重点领域项目308个，投资额1901亿元。其中，污染防治、
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居前三位，项目数量分别为163个、63个和40
个，投资额分别为951亿元、348亿元和300亿元。

山东PPP多项指标
稳居全国首位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许永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冠县）科创

中心挂牌。据了解，科创中心依托中科院相关院所及国科大科研、人
才、技术等优势，推动产学研合作，致力于打造集技术引进、项目孵
化、成果转化、人才培育、金融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创新中心。

目前，科创中心已与冠洲集团、双力车辆、恒祥轴承等企业达成
项目合作，在拖拉机自动导航驾驶系统、轴承锻造生产线自动化改造
等方面开展具体合作。同时，科创中心还将着力推进“健康冠县·智
慧医疗”项目建设，助推冠县创新创业生态建设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国科大创新创业学院

（冠县）科创中心挂牌

党端看点

●致敬老兵丨看，老兵们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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