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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张美荣

果粒整齐，大小均匀，果肉脆甜，咬一口，
口腔里还溢出浓郁的玫瑰香味，这是济宁市
兖州区漕河镇管家口村葡萄基地刚上市的巨
玫瑰葡萄，因其独特的玫瑰香味而受到消费
者的喜爱。葡萄基地还种有阳光玫瑰、夏黑、
黑不拉多等五六个优良品种，共计50亩地，但
3年前，这块地还是村里最不好的土地，被村
民称为“门家洼”，庄稼收成欠佳。

“这几年的大变化，在于我们对这块地进
行了改良。”9月7日，在葡萄基地，1982年
出生、中等身材的管家口村党支部书记王法
义介绍，他们第一年对这块地进行土壤改良
时仅牛粪就用了400吨，平均每亩8吨牛粪，
让“门家洼”一下子变成了良田。

“门家洼”的大变样，得益于王法义这
位大学生村官。王法义2005年从济宁医学院
毕业后返回家乡管家口村，子承父业，在附
近的一家社区先后开了3家门诊，事业可谓
风生水起。2014年，管家口村党支部书记辞
职，村民一下子没有了主心骨。王法义，这位
村里最年轻的党员，有学历又有能力，能干
事，被大家伙一致推到了前台。而此时管家口
村还是个基础薄弱的村庄，没有资源，也没有
什么产业，还背负着200多万元的外债。

王法义起初有点犹豫，但面对父老乡亲
期盼的眼神，他勇敢地挑起了管家口村的重
担，这年12月他担任了管家口村党支部书
记，成为村里的“掌门人”。

“新官上任三把火”，王法义点的“第一把
火”就是发展村集体经济。他说：“刚上任时，
村庄街道垃圾成堆，污水也排不出去，村民除
了种地就是外出打工，没有什么致富门路。必
须发展村集体经济挣钱，没有钱，没法给村民
办事，也赢不了大家的心。”

村庄没有积累，也没有现成的发展路子
可走，怎么办，这成为王法义日思夜想的难
题。

村庄有耕地1800多亩，这些土地资源都
分散承包在村民手中，但没有发挥其最大效
益。王法义决定盘活土地资源，将土地进行流
转，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他说：“土地流转，一
方面可以解放劳动力，让村民心无旁骛地去
打工，另一方面可以探索发展高效经济作物，
增加种地效益，增加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

经过耐心细致地做村民的工作，2017年
村里成立了春粟农业有限公司，以每亩800元
的价格流转村民土地800亩，第二年又增加到
1300亩。村里投资64万元，购买了拖拉机、收
割机、旋耕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提高土地
种植规模效益。其他未流转的土地，村里为村
民提供农机托管服务，价格低于市场价。

“思路一变天地宽”。王法义和村“两委”
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实行稳步发展，1100亩种
植小麦、大豆和玉米，其他的种植葡萄、油葵、
地瓜、香椿、苗木等经济作物，不盲目扩大规
模。2019年这个村村集体收入就达到了73万
元，仅葡萄一项村集体就收入18 . 2万元，苗木
收入20万元。王法义高兴地说：“我们给村民
进行了二次分红，以实物的形式发放的，发白
菜、萝卜、苹果等16万多元。今年受天气影响，
葡萄收益有所减少，但村集体收入今年也能
到70万元。”

王法义还借势清理整合村庄资产、资
源，将被村民占用的路边、坑塘等土地，合
同到期未交到村里的一律收归村集体。一开
始大家有意见，不愿意交回。王法义带领村
“两委”成员上门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一户带两户、两户带十户，慢慢地村
民大都接受了。只有个别的户到期没有清理
占用村里的地种的树木，王法义带领勾机给
他拔掉，卖了钱，主动送到门上，村民只好
作罢。王法义说：“通过清理资产、资源，
收回集体用地，我们利用地边、路边、坑塘
栽种树木4万多棵，现在价值已达400多万
元。”

为了发展经济，带动贫困户脱贫，今年漕
河镇里整合扶贫资金，支持王法义带领附近8
个村搞扶贫项目，投资200多万元，建设10个
高标准暖棚，种植黄瓜、西红柿、圣女果等，收
益给贫困户分红，让贫困户有了更多期盼。

村支书王法义“第一把火”烧热村民的心

“门家洼”种出优质葡萄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王如光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近日获悉，济宁市任城区济北生态

森呼吸乡村旅游综合体项目一期目前已全部建设完工，正
在推进村级基础设施等二期项目，今年年底全部竣工。

项目依托李营街道丰富的苗木资源，按照森呼吸、微
度假的理念，建设集生态观光、文化休闲、养生度假等为
一体的都市森林旅游胜地。项目区以法桐为主体树种，新
发展育林基地6 . 5万亩，辐射带动周边人工林50余万亩，
区域内森林覆盖率达到99 . 8%。新建3万平方米森林产业发
展中心、10公里健康骑行环线，打造生态旅游综合体。李
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赵启波说：“项目建成
后，预计苗木年交易额超过50亿元，亩均收益超过5000
元，实现产业、生态、文化同步振兴。”

任城济北生态森呼吸乡村旅游

综合体项目年底竣工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郑灿望 报道
本报汶上讯 “为臣必忠、为子必孝……为官必廉、为

民必正”，这是汶上县郭楼镇古城村廉德文化一条街墙壁上
绘制的一则名言警句，是村里发掘的一块古石碑的碑文，为
明朝山西平阳府知事王贤撰写。作为郕国故都、荣子故里的
古城村，乡土气息浓郁、田园风光秀丽，教化之风自古盛行。

“我们在打造古郕田园旅游景区的同时，开展了廉德文
化进农村活动，在主街创建了廉德文化一条街，南面就是家
风家训长廊。”古城村党支部书记李召林介绍。

近年来，汶上县郭楼镇以廉德文化“十进”活动为载体，
深入开展廉德文化进农村活动，在古城、郝营、崔园、毛庙等
村打造了廉德教育长廊，设立廉政文化墙、路灯杆廉政标
语、廉政漫画等，穿插格言警句、家风家训、名人典故等。同
时，将廉德文化进农村与农村党建、精神文明创建等工作相
结合，通过设立廉政书架，请老前辈讲传统廉政小故事、小
段子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

郭楼镇：廉德文化进农村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孟一

本报通讯员 梅 花 张艳

8月28日，是曲阜市息陬镇一张曲村儿
童服务站“呵护假期”活动最后一天的课
程。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村里的42名小学
生用画画、唱歌、跳舞等方式，表达了对大
学生志愿者的感谢。在简单的结业仪式上，
志愿者们还精心评出了“舞蹈小精灵”“学
习小标兵”“书法小达人”等十多个奖项，
让参加活动的孩子在浓浓的仪式感中获得一
次成长。

“这真是一个‘完美假期’！哥哥姐姐
不仅给我辅导作业，还带我参加了特长班和
实践课，开心极了！”手拿“学习小标兵”
奖状，张曲小学三年级学生董欣雨闪着灵动

的大眼睛、信心十足地告诉记者，自己不能辜
负了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帮助，今后一定好好
学习。

在曲阜农村，有很多孩子像董欣雨一样，
由于父母在外务工只能跟随老人生活。怎么
让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寒暑
假，成了困扰爷爷奶奶们的老大难问题。

对此，曲阜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立
“儿童服务站”，围绕暑期留守儿童服务开
展“呵护假期”活动，组织留校大学生、暑
期居家大学生等成立志愿团，同时向社会公
益组织、社会培训机构借力，为留守儿童提
供课业指导、文化娱乐等服务。仅今年暑
假，就有600多名儿童参加了国学、演讲口
才、舞蹈书法等丰富多彩的假期活动。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持续走向纵深

的当下，我们必须要做到有重点地精准发
力，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曲阜市委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岳耀方表示，一老一小总
关情，当今农村，最需要呵护的群体就是老
人和孩子，对孩子主要解决课后和假期的教
育问题，对老人则要从衣食住行的关爱入
手，保证他们安享晚年。

9月10日中午，防山镇钱家村“幸福食
堂”里升腾起诱人的饭菜香气，还没到就餐
时间，20多位老人便陆续来到食堂里边等吃
饭、边唠嗑，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你瞧这饭，有菜有肉的，比在家里吃
的好多了，老邻居们天天聚在这里，吃得又
健康又高兴！”接过两菜一汤的“幸福套餐”，
73岁的村民孔令平乐得合不拢嘴。

按照政府主导、村级管理、村民自愿、非

盈利性的原则，曲阜市推广“幸福食堂”建设，
对于试点村居数量、推进时间节点、硬件建设
等方面都制定了实施标准。从厨房、餐厅、阅
读室、棋牌室等休闲娱乐场所，到餐厅内的
电视机、冰箱、消毒柜等设施，到财务公
开、电器检查等管理规范，都有可复制、可
参考的标准。老人们纷纷表示，“幸福食
堂”不仅让他们吃上了放心餐，还给他们提
供了一个读书读报、聊天娱乐的休闲场所。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只有‘一老一
小’问题得到切实保障，家庭才会幸福，社
会才能安定。”曲阜市委书记刘东波说，群
众的诉求，就是实践中心功能延伸的“指挥
棒”，针对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精准”定制
项目和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才真正能成
为群众的“精神家园”。

“幸福食堂”里吃上放心餐，“儿童服务站”里免费上补习班，曲阜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紧贴“一老一小”解难题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孔 峰 陈 雪

走进上磨石岭村，错落有致的石板路、鳞
次栉比的石头房、干净整洁的柏油路、小桥流
水的景观节点、青砖瓦房的老式房屋，勾起了
人们浓浓的乡愁，令人回味不已。游客刘春丽
说：“走进这个山村，我们感觉空气新鲜，心情
非常愉悦。这里是个适合在工作之余，来旅游
休闲放松心情的好地方。”

邹城市张庄镇上磨石岭村位于凤凰山脚
下，近年来，依托生态资源和文化底蕴，打造
民俗文化和乡村特色旅游，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由过去的穷村僻壤变成了山水灵秀、
生态宜居、农民富足的美丽宜居乡村。

在村庄建设中，上磨石岭村以“看得见石
头、留得住记忆”为主基调，结合山村地貌特
色，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对村内老房屋、道
路、地堰进行修缮，还原了山村风味。建成的

孟子学堂、大樱桃文化展馆、婚嫁文化展室、
凤凰山历史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等，
成了游客和村民们的好去处。

山乡风景吸引远近游客纷至沓来，也为
山村带来了美丽经济。李长臣是上磨石岭村
的村民，过去远在天津打工，他一直关注着家
乡的变化，2017年他辞掉工作回老家，办起了
农家乐。李长臣告诉记者：“之前我和家属在
外地打工，一个月只挣几千块钱。后来我们过
年的时候回家一看，我们村的环境变得太好
了，来旅游的人也多，从那时候起，我就和家
人商量着回家开个农家乐。”

李长臣在村里开农家乐，一开始并不被
看好。但好的山村环境引来大批游客，光顾农
家乐的自然络绎不绝，很快他的农家乐就火
了起来。去年一年，李长臣纯收入30多万元。

上磨石岭村的美丽蝶变，也为更多村民
“敲开”了致富门。32岁的村民魏灿英则利用
自家老房子，在村里办起了民宿。魏灿英说：

“虽然民宿用的是老房子，但打造的时候，我
也下了一番功夫，只想让游客更好地体验到
最原始、最淳朴的那种农村生活。”

寒舍不“寒”，游客很旺。魏灿英的民宿小
院，每逢假期都要提前预订，现在每年纯收入
达到了5万多元。魏灿英表示：“一方面，我想
着把民宿打造得更好，提高服务，搞好环境卫
生。另一方面，想让更多村民加入进来，带动
大家一起奔向小康生活。”

经过努力，上磨石岭村被打造成集吃、
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景区。
2019年上磨石岭村全年接待游客30万余人
次，全村年收入530万元，村民人均年旅游增
收5000元以上。

上磨石岭村党支部书记李怀东表示：“下
一步，我们将提升农家乐和民宿的数量和质
量，更好地服务游客，把农产品包装提升为旅
游产品。再发展一批精品采摘园，让更多的村
民参与进来，从旅游上增加他们的收入。”

昔日穷山村何以年入530万元？
张庄镇上磨石岭村依托生态资源和文化底蕴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李 超 张培龙 王静 报道
本报嘉祥讯 近日，嘉祥玖贡置业有限

公司来到嘉祥县为民服务中心申请办理施工
许可证，工作人员对申报材料审核后，发现该
项目其他审批要件齐全，唯独缺少施工图审
查合格证，不符合法定审批条件。为帮助项目
尽早开工，依据玖贡公司的申请，并对具备施
工条件、质量安全责任、建设资金落实情况作
出相应承诺后，工作人员按“承诺制+容缺
办”制度，为其容缺办理了相关手续，现场发
放了施工许可证。

该项目负责人刘建成表示：“能提前30天
开工，对我们项目来说，让我们抢抓了施工黄
金周期。去年我办理另一个项目商品房预售许
可时，就深刻感受到了嘉祥政府部门的高效、
规范服务，他们通过专人对接，全程指导帮办，
让我们提前8天拿到了商品房预售许可。”

近年来，嘉祥县以“一次办好”改革为突

破口，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审批流程再
造，全力打造精简、高效、优质的营商环境。根
据2018年和2019年全省公布的营商环境评价
排名，嘉祥县连续两年在全省137个县市区中
位列前30名。

嘉祥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张以恒介绍，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群众最有发言权。他
们通过走访回访、政务服务“好差评”等举措，
收集企业存在的困难和诉求，可协调的全力
协调、该支持的坚决支持、能解决的必须解
决，由政府“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过去开办一家药店，要分别办理营业执
照、药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填报
多套材料，办下来需要20多天，而现在有工作
人员帮办代办，只需要填一套申请材料，办一
个综合行业许可证。如此精简高效的办事效
率，让我们扩展连锁规模更有信心！”嘉祥县
康复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经理徐蒙深刻感受到
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带来的喜人变化。

今年以来，嘉祥县康复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在县域内新开办连锁药店8家，新增投资超
过300万元，精简高效的办事流程让企业发展
更有信心。

为缩短企业审批周期，嘉祥县大力实施
流程再造，努力打造“精简高效、即来即办、一
次办好”的政务环境。大力推广企业开办全程
电子化，实现1个环节0材料0费用，0 . 5个工作
日内办结。攻坚“一业一证”改革，餐饮 (饭
店)、便利店(超市)、烘焙店(面包店)、药店等20
项重点民生领域陆续破解，有效解决了企业

“准入不准营”难题。
嘉祥县还在为民服务中心大厅建立30人

专职帮办代办队伍，免费为企业提供政策咨
询、帮办代办服务；通过推广预约服务、延时
服务、送证上门、免费邮寄等利企便民举措，
确保企业办事“最多跑一次”。2020年上半年，
全县新增市场主体4465户，增长率与去年同
期基本持平。

实施“承诺制+容缺办”制度助力“一次办好”

嘉祥：缺少要件也能办证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王金山 报道
9月6日上午，中国体育彩票山东省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邹城农商银行杯”万人骑行(济宁站)暨第四届上九山古村自行车越野赛

在山东省历史文化名村上九山古村风景区激情开赛。赛事吸引了济宁市各县市区近100名骑手在古村落间体验速度与激情，还有300余名
骑行爱好者前来观赛助阵，参与骑游活动。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10日起，济宁市民只需到不动产登

记窗口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实现水电气暖的同步过
户。

据了解，市民在不动产登记大厅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
记时，只需提供水电气暖的用户户号和服务企业名称，济
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相关基础信息推送至市大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水电气暖供应企业通过市大数据共享平台获取
不动产登记相关信息至各业务系统完成水电气暖的过户工
作，免去了此前群众要分别前往水电气暖企业营业网点进
行过户的周折。

提交“一套材料”

水电气暖同步过户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马云雪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能源积极响应全省“希望小

屋”儿童关爱项目，9月7日—9日3天时间，通过职工捐
款、腾讯基金会配捐、山东青基会爱心伙伴企业配捐的方
式募集项目资金，推进小屋建设。截至9日，已成功筹集
捐款263802 . 92元。其中，职工捐款177306 . 83元，腾讯基金
会配捐3 2 2 7 . 0 5元，山东省青基会爱心伙伴企业配捐
83269 . 04元，为困境儿童送去希望。

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发起的“希望小
屋”儿童关爱项目，计划利用3年时间，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无独立居住和学习环境的8岁至14岁儿童，在全省建设不
少于10000个“希望小屋”，惠及不少于10000名儿童。济宁能
源积极发动各权属企业联动，广大党员干部、青年志愿者、
爱心职工积极行动起来，把爱心传递，共同参加“腾讯99公
益日”活动，助力“希望小屋”建设。

济宁能源募集善款26万余元

助力“希望小屋”建设

□孟丽 马文青 报道
本报金乡讯 9月1日一早，金乡县人民医院护理部副

主任护师窦爱侠骑着自行车来到县东城区社区医院，对该
院护士进行标准化文书书写培训；和窦爱侠“搭班子”同
在东城区社区医院定点帮扶的金医妇科副主任医师马文
靖、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任海云也在对应科室开始了一天
的技术指导工作。“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首诊来我们医
院，这是对我们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的肯定。”东城区社
区医院护理部护士长张凤荣称，是金医专家团队的帮扶让
社区医护人员在诊疗时“自信爆棚”。

据了解，为推进乡镇卫生院疾病预防诊治体系与能力
建设，带动基层医疗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水平的提高，
金乡县人民医院与县域内7家乡镇卫生院、2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立了医共体关系，采取团队帮扶的形式，开展全
方位帮扶。

“针对医共体医院的需求，每家选择3个重点专业进
行重点帮扶。”金乡县人民医院医务科寻莎莎介绍，对医
共体医院的帮扶采取“授之以渔”的方式，促进基层卫生
院在学科建设、医疗质量与安全等方面提升，让“常见
病”“多发病”“慢性病”在乡镇就能诊治。

目前金乡县人民医院共派出27名业务骨干医护人员进
驻医共体医院，每周二全天脱岗，到各自定点帮扶医院实
施系统的技术指导、人才培养与管理帮扶，并结合基层医
院需求，不定期送医下乡，有侧重地开展专业授课培训。

金乡：常见病多发病

不出乡镇就能治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路敦明 董波 报道
本报嘉祥讯 连日来，嘉祥县马村镇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行动，按照“五清一规范一消杀”工作要求，改善
提升各村人居环境。

马村镇集中清理“四大堆”、路边沟边、水塘、杂草、荒
芜庭院，清理垃圾杂物4690余吨，消除卫生死角。对清理出
的空闲宅基地，因地制宜建设公用绿地和口袋公园。截至
目前，全镇共清理空闲宅基地387处约157亩，新修“口袋公
园”和健身广场10个，重点打造曾店、刘桐梧、黄庄等3个人
居环境特色村。

从6月起，马村镇动用机械进行集中清理整治，科学有
序进行农村污水收集系统及治理设施建设，对全镇15个沿
河村庄建设污水收集池、污水处理站。山前、马东、李北、
南陆、西刘等13个300户以上的村庄公厕全部竣工。

整治环境建起“口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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