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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张树锋 王娣 报道
本报济宁讯 “真没想到，玉米秸秆成

了‘香饽饽’，也能卖出好价钱……”兖州区
漕河镇宏磊农机合作社社长刘汝房介绍，
今年他刚添置了一台玉米穗茎兼收机，收
获300多亩玉米秸秆，并与梁山县一奶牛厂
签订合同，以每斤8分钱的价格卖给奶牛
厂，今年秋季增加收入近7万元。

农作物秸秆如何利用一直是困扰农业
发展的难题，传统方式主要是秸秆还田，但
也带来了农作物病虫害等问题，增加了农
业成本。

作为国家级农机产业集群之一，兖州
利用农机产业研发、生产制造优势，国丰、
金大丰等农机企业相继研发生产了穗茎兼
收玉米收获机，并成为“抢手货”。国丰机械

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振华介绍，国家通过项
目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等方式推动了农机
产业发展，今年国丰机械的穗茎兼收玉米
收获机已销售了700多台，产品销售到东
北、华东、华北等地区。

大安镇东葛村农机户石洪安今年新购
置了1台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总价格为18
万元左右，除去国家农机购置补贴4万元左
右，自己只花了14万元就买下穗茎兼收机。
石洪安粗略地算了一笔账：今年秋季共赚
了17万元左右，其中穗茎兼收600多亩地，
将秸秆卖给本村和附近村的养牛场，收入
12 . 5万元左右，利用1台小型打捆包膜机收
了100亩的秸秆打捆包膜，收入4 . 6万元，当
年就收回了买农机的成本。

兖州按照“秸秆资源化、收储集中化、
利用产业化”的思路，引导农机户灵活经

营，形成了玉米秸秆“本地消化+外地销
售”“现收现卖+打包存储”的灵活收储方
式和“本地收获经营+外出跨区作业”的多
渠道增收作业模式，大大提高了秸秆经营
效益。

据初步测算，今年秋季，兖州玉米穗茎
兼收作业7670亩，秸秆收入144万元，节约
作业成本61万元，实现综合效益200余万
元，亩均增收260余元。

“秸秆除了用于济宁周边地区畜牧养
殖外，我们还引导农机户秸秆打捆、包膜存
储，变成饲草商品，进入市场交易，销往内蒙
古等外地畜牧大省。”据兖州区农机服务中
心主任吴卫新表示，“进一步，我们发挥农业
机械化优势，在建设秸秆一体化收储体系、
产业化综合利用等方面提高秸秆利用率和
产值，促进农机产业良性循环发展。”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金乡讯 近日，金乡县鲁西南商贸物流园区被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授予“2020年度全国优秀物流园区”
称号。

金乡县鲁西南商贸物流园区设立于2010年8月，实行政
府主导、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的运营模
式。园区坚持物流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打造了国内首家大
宗农产品智能现货拍卖交易平台。近年来，园区累计入园
亿元以上项目20个，总投资130亿元。园区先后建成启用
了金乡大蒜国际交易市场、凯盛国际农产品物流城、金恒
冷链物流园等多个专业商贸物流平台，形成了农产品物
流、家居装饰材料物流、建材物流、小商品物流、汽贸物
流等五大产业物流集群，成为世界大蒜储藏、贸易流通、
信息发布和价格形成中心。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李运霄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2020山东省

群众艺术优秀新创作品入选名单，全省共58件作品，济宁
市任城区选送的山东梆子小戏《心灯》和《一拃没有四指
近》入选，实现在省级赛事上零的突破。

据了解，两部作品均由任城区九歌梆子剧团创作。任城
区文旅部门将继续投入资金，对作品进一步打造提升。入选
作品也将参加当地各类群众文艺演出、巡演、送戏下乡等，
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艺术演出。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刘国民 张令伟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7日—18日，省研学旅游现场推进

会在济宁举办。会上，世纪明德集团、山东省旅行社协
会、浙江千拓旅行社有限公司等分别与济宁孔子文化旅游
集团、济宁市研学旅行协会、济宁儒家研学基地等签署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近年来，济宁市积极以研学旅游为突破口，深挖文化
富矿，振兴文旅产业，精心设计“国学经典研学游”“跟
着孔子去游学”等研学旅游线路，办好祭孔大典、尼山世
界文明论坛、孔子文化节等重大活动，开展“寻根之旅”
“精神之旅”，在海内外持续掀起“孔子热”“国学
热”，争取把孔孟之乡建设成为人人向往的文化圣地、精
神家园。此次现场推进会，对济宁旅游转型发展及研学游
向规范化、特色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本报记者 孟 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张 艳

11月10日上午，曲阜市吴
村镇李洼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里，“流动党校”又开课了，主讲
人是姚村镇庙东村的党支部书
记颜浩。他通过课件回顾过往6
年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
莲藕产业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
事，在座的党员、群众听后都深
受触动，也对乡村振兴有了全
新的理解。

庙东村是曲阜市莲藕产业
的领头村，2014年起着手尝试
莲藕种植。如今，一个个藕塘不
仅孕育出带动民富的“银莲藕”

“金龙虾”，还持续向乡村游和
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发力，成
了曲阜乡村振兴的排头兵。为
了让更多村庄从庙东村发展故
事中吸取经验，应文明实践活
动的邀请，颜浩将村子近几年
的发展经验整理成了《藕花深
处的庙东故事》讲稿和PPT，通
过“流动党校”将其分享给了8
个镇街30多个村庄，所到之处，
听到最多的评价就是，“这经验
真的受用！咱都好好学学！”

为避免基层农村成为党员
教育培训的盲区和新思想新精
神传播的死角，今年，曲阜市依
托文明实践对“流动党校”党员
教育培训模式进行了再升级：
一方面扩充教师队伍，除党校
专职教师外，吸纳各部门公职
人员、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
农业技术专家等加入其中；另
一方面，授课内容从过去的政
策宣讲和解读，增加了更具实
践性和故事性的典型案例……
两个“变化”加持下，课程内容
变得生动、有趣、接地气。

说起“流动党校”带来的改变，尼山镇长座村党支
部书记李剑直言，“流动党校”和“文明实践”的“跨界混
搭”，不仅让好政策更好地深入人心，更在农村掀起了
学习之风，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在今年的曲阜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精品项目评选
中，和“流动党校”一起登榜的还有“母子国学”主题
活动。“母子国学”活动主要在偏远的农村中小学展
开，通过母子共同参与“诵国学、唱国学、舞国学、演
国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转变农村家庭价
值观、教育观、文明观。目前，这一项目已开展志愿服
务360余场，受益群众超过17000人。

学习可以武装个体，也可以兴农致富，曲阜市正
积极尝试围绕“文明实践+”构建起完善的新时代农村
学习体系。如今，优良家风已不再是“书香门第”的专
属，而是通过文明实践的挖掘、提炼，成为农村家庭的
生活准则；农业技术不再为大型农企专享，通过送技下
乡，变成普通农户的共享资源；国家政策和党的理论不
再晦涩难懂，通过“流动党校”，持续不断地送到田间地
头……在曲阜，“文明实践+”活动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
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春风化雨般浸润着百姓生活。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李超 屈昂

11月17日中午，眼看着到了饭点，嘉祥
县万张街道曹庄村村民李巧莲准备做午饭，
她拿出一把菠菜，放在洗菜盆中，拧开水龙
头阀门，干净的自来水便“哗哗哗”地流出
来。

“还是现在的水好，烧开后，水垢也少
多了。”李巧莲笑着说，不仅如此，就连楼
顶的太阳能热水器，也可以直接上凉水了，
“过去水压低，打不到屋顶上去”。喝上放
心水，李巧莲家和村里的其他农户一样，每
户只交了320元的入户改造费，进户前的费
用由政府投资。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饮用水直接
关系到群众的生活质量和饮水安全，然而位
于黄泛冲积平原的嘉祥县历来就有水质硬、

含氟高等问题。“以前水质差到啥程度？一
村的人普遍黄牙根，主要是长期喝不达标的
水造成的。”曹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殿斌介
绍。

其实，为了解决农村饮用水问题，早在
2005年，嘉祥县就在全省率先实现了“村村
通”自来水，但经过10多年的运行，小水厂水
压过低、管网老化、限时供水等问题日益突
出，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用水需求。

为让农民喝上放心水，2016年嘉祥县启
动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为保证水质达
标、水量充足，在山东省煤炭地质局的帮助
下，嘉祥县历时近一年找到了5处合格的水源
地，新打水源井28眼，解决了水源的问题。同
时，坚持高水平、高标准规划建设，委托山东
省水科院进行了规划设计，一张蓝图绘到底，
保证供水工程的科学性、合理性、持续性。

截至目前，嘉祥县已累计完成投资5 . 9

亿元，新建5处水源地，对梁宝寺等6个水厂
进行了提升改造，铺设供水主管网5 1 0公
里，村内供水管网4810公里，主管网已铺设
到所有村村头。截至今年10月底，已完成全
县536个行政村村内管网改造和通水任务，
初步实现城乡供水“同质、同网、同源、同
服务”目标。

“我们新建了5处水源地，新建6大水
厂，这些水厂构成城乡供水一张网，水厂之
间相互连通，即便有一个水厂出现问题，其
他水厂也可以及时补充。”嘉祥县城乡供水
事业服务中心主任任承捷介绍。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嘉祥县来说，突破资
金瓶颈关系着这项惠民工程的成败。对此，
该县多渠道筹集资金，紧紧抓住国开行、农
发行大力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争
取各项政策贷款和政策资金，通过国开行贷
款4亿元，农发行贷款3000万元，群众筹资筹

劳6600万元，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
“县里还整合涉农资金2000万元，全部

投入到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上来。”对此，
任承捷认为，正是县委县政府“劲往一处
使”的精神,克服了资金这个最大的难题，让
群众喝上了安全清洁的放心水。

“现在每方水售价2 . 5元，三四口人日
常生活一个月也就10来块钱的水费。”李巧
莲高兴地说，她家预存了200元的水费，用
一年绰绰有余。而且，她家安装的是无线远
传智能水表，水费可以通过微信直接缴费，
非常方便。

使用地下水并非长久之计。嘉祥县还同
步进行地表水饮用水源建设，利用采煤塌陷
地建设蓄水量达1380万立方米的平原水库，
通过引黄西线工程，利用黄河水作为饮用水
水源，逐步实现地表水和地下水双备水源格
局。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11月13日上午，济宁利马菌业股份有限
公司，一箱箱包装精致的金针菇被陆续推出
车间，在叉车师傅熟练的操作下，被整齐地
码进厢货车里。“北京海底捞和我们签订了
供货协议，每天8吨货，现在装车，今天下
午就能送到。”正在一边指挥的公司总经理
张广龙介绍，邹城市太平镇马厂村目前有利
马、泰马两家食用菌企业，日产金针菇超过
160吨，主要销往北京和苏浙沪一带。

马厂村很早就走上了产业兴村之路，今
天这片“白生生”，过去却是“黑乎乎”。
作为鲍店煤矿的驻地村，马厂村从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就开始融入煤矿，发展村集体产
业，投资建设了矿区综合服务楼和大型农贸
市场，为矿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餐饮、休
闲、娱乐等生活服务。另一方面，村两委牵
头整合村煤炭运销人员、车辆，先后成立煤
炭运输队和运输公司。2015年，又以矿上的

煤矸石为原料，成立高科技新型环保砖瓦
厂，最高年营业收入达2000多万元，为村集
体增收500万元。随后，马厂又陆续成立富
马化工、龙马制衣等企业，吸纳就业200余
人，为村集体增收近100万元。

“煤总有挖完的一天，不能吃饱这顿不
顾下顿！”资源、环境给生产带来的双重约
束越发显现让马厂村党支部书记王建章认识
到，尽管“靠矿吃矿”让村民早早地过上了
富裕日子，但这不是长久之计。2010年前
后，马厂村陆续忍痛淘汰砖厂、洗煤厂、化
工厂等高污染企业，在镇里的指导下发展食
用菌项目。转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起
初，马厂村采用传统的大棚模式种植双孢
菇，用工多、开销大，不少忙活，账上却剩
不下几个钱。加之，村企产品以出口为主，
受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好不容易摆
下的转型摊子面临倒闭。

就在此时，村里一边重新考察市场，确
定了适合工厂化生产，且市场潜力巨大的金
针菇作为新的产业发展方向，一边以“请进

来，送出去”的方式提升技术水平。2010
年，马厂村建设了现代化大型食用菌生产企
业——— 利马菌业，并通过引进国外高质量菌
种和先进生产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
益。但一味照搬，难免“水土不服”。张广
龙他们渐渐发现，国外的菌种虽然优质，但
品质和性状不稳定，随着种植批次的增加，
质量越来越差。2016年开始，他们在专家的
指导下，开始自己研发和选育菌种，小试、
中试、选育、杂交……很多村民从地头的
“大老粗”被逼成了实验室里的化验员。

马厂村还与省农科院等科研机构深度合
作，在食用菌界率先试水物联网，实现食用
菌栽培全过程可追溯。目前利马菌业拥有高
层次研发人才5人，高薪聘请日本农协食用
菌育种专家2人。如今的利马菌业已成为集
生产、销售、加工、科研于一体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2019年进一步扩大产能，投资
3 . 2亿元成立泰马菌业，两个企业可年产金
针菇6 . 8万吨，产值4亿元，吸纳就业600多
人。

11月13日午后，泰马菌业实验室里，39
岁的马厂村村民刘士香正穿着白大褂培养新
菌种，进企业工作6年，她已经成长为这里
的实验室主任。“在马厂村工作、生活，我
感到非常幸福。希望我们村的企业发展得越
来越强大，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刘士香
走出无菌室和记者聊了起来。村民们把土地
全部流转出去，有劳动力的都在村企打工挣
钱，像她这样的工人每月能领到4000多元。
除此之外，全村1667人每人每年还能领到
5000元的集体分红，刘士香一家6口每年能领
到3万元。

“自己富不算富，大伙都富裕了才算真
的富。”王建章说。2019年，村集体收入达
到60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 . 2万元。
今年，马厂村以泰马菌业为载体，与周边20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开展结对帮扶，将济宁市
扶持资金400万元、镇配套资金200万元作为
股金，注入泰马菌业，每年按一定比例给予
受帮扶村分红，每村每年保底收入2万元。

任城小戏

入选省群众艺术优秀新创作品

省研学旅游现场推进会

在济宁举办

金乡县鲁西南商贸物流园区

获国家优秀物流园区称号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8日，位于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的济

宁档案馆正式开馆。
据了解，展览馆展览面积1 . 1万余平方米，分为爱国

主义教育史料展示基地、红色革命史料展示基地和济宁市
传统历史文化史料展示基地等三条主题展示路线，布局了
22个不同类型的展厅、展馆、展廊。各线路既突出特色，
又有机融合。

济宁档案馆正式开馆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李贤贤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市总工会联合团市委、市妇

联等市直有关部门在山推国际事业园举办全市职工“我是
状元”劳动和技能竞赛暨首批竞赛项目启动仪式，首批
“我是状元”劳动和技能竞赛将持续到明年4月底，分别
在有关行业系统、企事业单位等不同层面进行。

首批“我是状元”劳动竞赛系列设9个竞赛项目，分别由
济宁市下派办、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实施，包括产业发展、脱
贫致富、党建文化建设、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提升、重点项目
推进、重大课题攻关、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科技创新等。
另外，围绕机械、化工、纺织、服装等产业开展6项“我是状
元”技能竞赛，由市总工会等部门主办，有关企业或单位承
办，竞赛工种为焊接、数控加工中心操作、机电维修、化验分
析、棉纺织、服装制版。围绕卫生健康、疫情防控等开展20项

“我是状元”技能竞赛，由市卫健委主办。

“我是状元”

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李超 屈昂 报道
本报嘉祥讯 11月16日，2020中国手套产业云展会在

曾子故里嘉祥县举办。本届云展会共邀请来自俄罗斯、日
本、韩国等国家及国内中方企业100多家参加，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宣传推介嘉祥县手套产业。

在云展会上，20个项目通过线上线下方式集中签约，
涉及滑雪手套采购、智能化服装生产、生物基材料、国际
物贸港、机械生产加工等多个领域，签约合同金额41 . 2亿
元，其中投资项目8个，合同金额38亿元，贸易项目12
个，合同金额3 . 2亿元。

嘉祥手套产业云展会

签约41 . 2亿元

城乡供水一体化让农民吃上放心水
嘉祥：农村饮用水升级，与城市居民同网同质

关停年营收2000多万元“矿边厂” 金针菇长成大产业

“煤矿村”的转型路

“穗茎兼收”让秸秆变废为宝
7670亩实现综合效益2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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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在曲阜师范大学曲阜校区扩建项目工地上，项目投资方济宁城投控股集团成立的联合党支部正在组织“党员突击队队”
对工程施工开展技术攻关。济宁城投控股集团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拓展“党旗耀城投、党建促城建”党建品牌，坚持““把支部建在项目
上”，在公司各项目成立临时联合党支部，组织创建党员突击队、党员示范岗、青年突击队，把项目一线“神经末梢””打造成企业党建

“前沿阵地”，引领推动重点项目“加速跑”。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李继峰 报道

项目建设到哪里，支部就设到哪里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闫琳琳 报道
本报鱼台讯 “前不久，俺村的两村民因为排水问题

发生口角，闹得很不愉快，俺就把他们叫到‘和事微院’
拉拉呱。在大家的热心劝解下，两家人言归于好，实现了
小纠纷不出院”。11月12日，在鱼台县罗屯镇新骆村“和
事微院”，村党支部书记王保平笑着说。

新骆村“和事微院”是罗屯镇试点建立的调节邻里纠纷
的非正式议事说理平台。在农村，乡里乡亲难免有些磕磕绊
绊，遇上大事情，有法律有政策，通过司法渠道解决，但“鸡
毛蒜皮”的小事情，却常常扯不断理还乱。为了破解农村小
事不好管、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难题，罗屯镇将荒废庭院资源
再利用，打造“和事微院”说事评理平台，组建由有威望的老
党员、德高望重家族长等组成的“乡贤评理团”，让大家讲一
讲、评一评、议一议，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家门口。

罗屯镇党委书记李长英介绍，罗屯镇已在新骆、刘庄
等村布局10个“和事微院”，搜集微心愿700余项，成功
化解矛盾纠纷35个。

“和事微院”里化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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