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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陈新振 王恩标

滩区群众的好日子开始了

“你看，我这新房子多结实。我试过，用
小钢管捣墙，一点也捣不动！”初夏，在菏泽
市东明县焦园乡一号村台，搬进2层小楼新
家的李新节动情地说，“你一定要把这句话
写进稿子里，我们滩区老百姓，搬进新家，再
也不用怕水了，打心底感谢党！”

5 9岁的李新节，见过几次黄河发大
水：“可吓人了，村里的房子全都泡水里
了，锅碗瓢盆、鸡鸭都被冲跑了。屋子泡
坏了，还得辛辛苦苦垒台子，重新建。我
这一辈子盖了3次房子，别提有多难了。现
在好了，以后不用盖房子了！”

在该县沙窝镇三号村台，“70后”刘
鲁贵看着窗明几净的新家，喜上眉梢：
“搬进来之前，好好装修了下，住的房子
这么好，创业甭提有多带劲了！”

“为了让群众住得放心，地基用20吨重
的夯，从20米高的地方强夯了3遍。滩区群众

以前哪里见过20吨重的夯？这下子就对住房
质量放心了。”东明县政协主席、三号村台建
设指挥长李革新介绍，三号村台能容纳7000
多人，有金融网点、超市、幼儿园、小学、敬老
院、卫生院，俨然就是一个小城镇。

看着搬进新家乐呵呵的村民，主持沙
窝镇工作的沙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邢鹏
英抹了一把眼泪。3号村台搬迁的那几天，
他忙得没吃过早饭。每天一大早来村台，
晚上12点多才离开。黑瘦的他，嘴上起了
泡。有一位群众的工作没做通，邢鹏英在
他家里掏心窝子聊到深夜。邢鹏英的左大
腿上长了一个大肉瘤，医生担心有癌变的
危险，建议尽快手术，他一直拖着。妻子
陪着儿子去北京看病，他拜托在北京的一
位朋友照顾。朋友给他打来电话，说：
“你也得照顾家人，不能光要工作。”接
着电话，邢鹏英哽咽了，他确实走不开。

“看着滩区群众风风光光搬新家，我
觉得吃再多苦受再多累，也值！从滩区到
社区，一字之差，滩区群众的好日子开始
了，我们在见证历史！”邢鹏英说。

菏泽市滩区迁建工程涉及东明县、鄄
城县和牡丹区3个县区182个自然村14 . 6万

人，共建设28个村台社区、6个外迁社区和
127公里临时撤离道路。

菏泽把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作为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和重大民生工程来抓。截至5月
底，菏泽市黄河滩区28个村台社区全部分
房到户，如期完成滩区迁建任务。

迁建与振兴有序衔接

风从黄河来，吹过万亩虎杖。
“我们已在黄河滩区建成国内最大的

虎杖种植加工基地，年加工虎杖1万吨，白
藜芦醇产量占全球的90%。”东明格鲁斯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车发展说，公司生产
的白藜芦醇产品，通过了国际KOSHER及
HALAL认证，产品出口到美国、法国、比利
时等国家。基地常年用工三四百人，每人月
工资3000元左右。基地开展现代农产品开
发、绿色农产品种植与销售、乡村旅游等项
目，不断拉长虎杖产业的产业链。

“这是朝阳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的‘蓝
海’。”杭州客商来考察后说。

作为黄河入鲁第一县，东明县是山东省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的主战场。该县积极推进

黄河滩区土地流转，加快推进生态高效农业
观光示范园、万亩虎杖种植基地、万亩水产
养殖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努力将黄河滩区
打造成现代农业发展的聚集区和示范区，让
群众生活有保障、发展有基础、致富有门路。

围绕保障滩区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逐步能致富”，菏泽市积极推动滩区
迁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极探索富有
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依托滩区
自然资源丰富、土地污染少、生态环境优
美、历史文化悠久等优势，建设黄河滩区
生态和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带，实现安居与
富民同步推进、生态与产业同步发展。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是一项重大民生
工程和政治任务，要坚持敬终如始，保质
保量、及时高效地开展各项工作，保障滩
区居民安全有序搬迁。要精细开展滩区特
色产业谋划，强化优势产业支撑，让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要以
滩区群众搬迁为切入点，投入足够精力做
实群众工作，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真正将黄河滩打造成美丽富裕的幸福
滩。”6月25日，菏泽市委书记张新文到东
明县调研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时说。

□ 本报记者 蒋 鑫
本报通讯员 郜玉华

6月28日，菏泽市“两优一先”表彰大
会召开，对菏泽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赵
孝邦作为菏泽市优秀共产党员受到表彰。

“能够在建党百年这一特殊节点受到
表彰，我感到很荣幸。”赵孝邦说。

今年64岁的赵孝邦，是菏泽市牡丹区
赵楼牡丹研发中心的秘书长，也是一名一
直奋战在基层的普通党员，有着4 4年党
龄。赵孝邦告诉记者，以前在部队的学
习、训练等各项任务中，他都积极发挥了
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多次被连队评为先
进模范党员。退伍后，他回到家乡，与牡
丹结缘，成立曹州牡丹园西苑苗圃，开始
进行牡丹、芍药规范化生产。

经过不断地进行技术积累和学习，赵
孝邦逐渐成了“牡丹达人”，全国各地的
牡丹园纷纷邀请他去指导种植。他先后开
辟了昆明市狮子山牡丹园、福州雪峰寺牡
丹园、河北西柏坡牡丹园，并对哈尔滨植
物园完成了北方寒带牡丹、芍药的种植试
验。有了种植技术的支撑，他开始参加全
国各地的园艺博览会。其中，在1999年，
赵孝邦参加了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菏泽牡
丹展，在评奖时，参展的菏泽牡丹冠盖群
芳，共赢得81块奖牌。“大会当时共设置
了111个牡丹单项奖，菏泽牡丹囊括了81
项，占了世界牡丹总奖项的73%。”聊起当
时的情景，赵孝邦话语间格外自豪。

赵孝邦告诉记者，为了让菏泽牡丹被
更多的人所熟知，2000年，他发起成立牡
丹资源开发中心，从国外引进了新、特、
优牡丹品种12个，完成了牡丹嫁接所需砧

木速生繁育法试验。2012年，开辟了国外
出口业务，与荷兰、美国、德国、芬兰、
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建立了长期贸易关
系。“牡丹花就应该开遍世界，尤其是我
们菏泽牡丹，更应该扬名世界。”赵孝邦
说，这一直是他的心愿，也是他致力于研
究牡丹的初衷。

在赵孝邦和当地一线老专家的努力
下，赵楼社区花农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不规
范种植模式，使牡丹品种方块化，高矮品
种格式化，色系品种明细化，经过种植模
式转变，打开了牡丹的销售市场，也让花
农的腰包鼓了起来。

2019年，经过赵楼社区全体党员及群
众代表的一致表决，中国牡丹之乡赵楼牡
丹研发中心成立。赵孝邦不负众望，被推
荐为研发中心秘书长。为提升牡丹文化品
位，探索牡丹文化建设的新途径，赵孝邦

结合社区精神文明建设，鼓励社区花农开
展丰富多彩的牡丹文化创新活动，扩大牡
丹文化活动参与面。

赵孝邦和团队一起，系统挖掘、整理
了赵楼社区牡丹文化及菏泽牡丹文化历史
资料，并认真普查了菏泽牡丹品种资源的
数量及株龄规格，总结得出了牡丹无土栽
培的四季培养具体数据，主要策划并开展
了赵楼牡丹文化展厅布展。2021年，赵孝邦
所在的牡丹研发团队荣获2021年中国牡丹
之都(菏泽)花开盛世卓越贡献奖。研发团队
由9名知名的一线老专家组成，他们一生献
身牡丹事业，培育牡丹新品种412种，为菏泽
乃至中国牡丹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我是一名党员，对菏泽牡丹有着深
厚的感情，我会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标准要
求自己，和团队继续奋斗，做好牡丹研发工
作，让更多的人爱上菏泽牡丹。”赵孝邦说。

菏泽：圆百姓安居梦 让富民产业茁壮成长

将黄河滩打造成“幸福滩”

菏泽市优秀共产党员赵孝邦———

让更多人爱上菏泽牡丹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解卉 顾晓晴 报道
本报菏泽讯 日前，一批200千克鱼胶原蛋白肽通过青岛

海关所属菏泽海关关员查验，出口国际市场。这是菏泽生产的
鱼胶原蛋白肽实现首次出口。

“作为食品、保健品的原料，我们生产的鱼胶原蛋白肽是
小分子合成物，更能促进人体分解吸收。”中食都庆(山东)有
限公司负责人张学军说。

该公司长期致力于蛋白肽的研究。得益于严格把控原料、
工艺、成品的质量关，悉心钻研专利技术，该公司已成为众多
国内知名品牌供应商。

为服务辖区企业出口实现新突破，菏泽海关根据新产品的
特点，搜集进口国家相关技术要求和标准，督导企业按照进口
国家的要求，做好产品加工和成品自检自控；同时简化业务办
理流程，开辟预约加急通关通道，确保产品随报随检，出口
“零延误”。

□记者 蒋鑫 报道
本报菏泽讯 6月23日，“科创中国”试点城市授牌仪式

在菏泽市举行。仪式上，中国科协“科创中国”山东挂点工作
组副组长、省科协副主席张波向菏泽市委副书记、市长张伦授
牌。继济南、青岛、泰安3个首批“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后，
菏泽市也成为“科创中国”打造科技经济融合的又一“样板
间”。

“科创中国”是中国科协打造的创新、创业、创造服务品
牌，旨在利用中国科协人才、技术、组织等方面的资源，以试
点城市为重点，激发地方创新创业活力，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
合，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成功入选“科创中国”试点城市，菏泽全力围绕“231”
特色产业体系精准发力，把生物医药产业和高端化工作为“两大
核心产业”定位和打造，产业发展增势强劲、优势凸显。生物医药
产业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2020年，生物医药产业投资额、营
业收入、利润分别增长135 . 4%、28 . 7%和18 . 3%，全市87家规上生物
医药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02 . 4亿元，并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
条，现已形成以高新区、定陶、鄄城、郓城及菏泽现代医药港为
主，以单县、东明县、曹县生物医药产业园为辅的集聚发展格局。

在高端化工产业方面，菏泽市依托石油、煤炭等丰富矿产
资源，初步形成了以东明县为代表的石化产业集群，以巨野县
为代表的煤化工产业集群，以曹县、成武县、单县、鄄城县为
主的精细化工产业集群。2020年，全市规上化工企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1558 . 4亿元。

菏泽首批鱼胶原蛋白肽出口

菏泽入选

“科创中国”试点城市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本报菏泽讯 6月23日，菏泽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全市农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推进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获悉，到2023
年，全市多元化规范化农业生产服务组织将发展到500家，形
成农业三产融合配套的服务体系，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集体壮大。

近两年来，菏泽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农业生
产托管稳步推进，并探索出一批可复制能推广的农业生产托管
模式。如牡丹区、成武县、郓城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托管
服务和规模经营方面的组织作用，整建制村开展生产托管服
务，称为“党建引领+整建制托管+保底收入+效益分红”的模
式；“为农服务中心+村集体+农户”的模式以及“公司+服务
站+农户”模式，成效显著。

培育多元化专业化的社会化服务主体。截至2020年底，全
市共有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9110家，省级示范服务组织12
家。服务面积超过2000万亩，惠及农民121 . 7万户。发展农业托
管服务，完善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强了农业发展活力，
成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成果和突出亮点。

大力推动农业生产托管高质量发展。下一步，菏泽市农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机制体制创新试点将集中体现在逐步健全政策
支持体系；创新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建立区域性服务中心；
探索建立多元主体联合合作机制；探索制定县域农业专业化社
会化服务标准；建立县域社会化服务平台以及完善统计指标和
方法等7个方面。

据悉，到2023年，菏泽市涉农乡镇(办事处)全部建立镇域农
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中心；全部建立起县域农服平台，实现社会
化服务供需双方信息线上对接、线下服务的有效运行机制；农村
土地托管和规模经营管理规范，土地规模经营率达60%以上。

菏泽着力构建

农业三产融合配套服务体系

□记者 蒋鑫 报道
本报菏泽讯 用镜头记录城市变迁之美。连日来，“花开盛

世”菏泽市城乡建设摄影大赛作品展暨桑秋华、王超英摄影作品
展，引来诸多参观者。

据了解，本次作品展共收到摄影作品5800余件，评出入展
作品100件。其中，一等奖两件，二等奖四件，三等奖六件。
作品涵盖了城市风貌、乡村振兴、新旧动能转换、人居环境改
善以及黄河滩区迁建等多个领域。同时，为充分反映菏泽市城
乡建设变化，菏泽市摄影家桑秋华、王超英的摄影作品与本次
大赛一同展出。本次参展的摄影作品，以独特的摄影艺术形式
和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菏泽市城乡建设方面取得的成
就以及全市摄影工作者深入生活、努力创作的丰硕成果。

“花开盛世”菏泽市城乡建设

摄影大赛作品展举行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郜玉华 报道
6月21日，在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朱庄村的百香

果采摘园，村民在查看热带水果木瓜的长势。
目前，朱庄村已建成大棚104个，着力发展芒

果、香水橙、红心火龙果等热带水果种植。近年来，
牡丹区鼓励村民发展“南果北种”等特色种植业，通
过集中管理、规模经营、订单生产等“抱团”发展模
式，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经济效益逐年提高。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朱建英 报道
6月21日，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为辖区中

学的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禁毒宣传教育课。民警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详细介绍了毒品的种类、特征、危害，以惨痛的案例告诫
学生要认清毒品危害，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南果北种

助增收

□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本报通讯员 陈新振

6月28日，菏泽市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全面介绍菏泽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重点活动安排情况。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菏泽市庆祝建党
100周年活动主要包括10个方面：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两优一先”推
荐评选表彰、举办文艺演出、举办红色故事
征文暨第三届“红动齐鲁·我心向党”菏泽市
红色故事讲解大赛、开展“百年荣光 扬帆
远航”广场巡演、创作推出文艺作品和出版
物、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开展群众性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做好庆祝活动宣传报道等。

菏泽是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丰富。围绕
庆祝建党百年，菏泽以“百年党史”为主线，
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
命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充分利用文艺作
品、文化阵地、文化活动、旅游载体，讲好红
色故事，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创作艺术精品，唱响主旋律。为生动
展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
程，菏泽开展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主题创作，推出了《南下往事》《红色湖
西》等一批传承红色基因的优秀作品。

山东梆子《南下往事》以解放战争后
期支援南方新解放区建设的真实历史为创
作背景，艺术再现了“南下”那段激情燃烧的
岁月，该剧成功入选第十二届山东省文化艺
术节，于6月19日、20日在济南连续上演。

《南下往事》《干娘》《百鸟朝凤》等7部剧
目入选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百年
征程 时代华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山东省优秀剧目展演”，自4月底至7
月初在菏泽大剧院等场馆陆续上演。

挖掘红色内涵，打造精品线路。市委
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筛选出了一
批具有代表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
景区景点，推出了峥嵘岁月·百年征程回顾
游、光辉历程·砥砺奋进追梦游、党旗飘
扬·赤胆忠心感怀游等10条“建党百年 峥
嵘岁月”精品红色旅游线路，通过全市主

流媒体及政务新媒体对外发布，让游客全
面了解菏泽辉煌的革命历史和巨大贡献。

开展主题活动，营造浓厚氛围。在全市
开展“革命场馆特色展陈、红色文化旅游宣
传推广、红色文创设计开发、研学基地红色
旅游、红色旅游线路推广、红色文化特色村
培育创建、红色旅游景区培育及群众文化展
演”等系列活动。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将红色文化资源与艺术创作、展陈展览、红
色旅游等紧密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百
年来菏泽人民在党领导下的奋斗、奉献历
程，为庆祝建党百年营造浓厚氛围。

围绕庆祝建党百年，菏泽市深挖菏泽
独具特色的党史资源，编纂出版一批精品
力作，让红色历史“燃起来”。主要作品
有《中国共产党菏泽历史(第二卷)》《中共
菏泽市委工作纪事》《中国共产党菏泽革
命画史》《菏泽红色故事》《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市(地)、县委书记口述史》《中国共
产党菏泽历史知识问答》等一批精品书
籍，全面反映了菏泽党组织带领菏泽人民
书写的辉煌百年历史。

在市图书馆举办“红色传承 筑梦之
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图片
展”，让红色历史“展起来”。本次展览
精选500余幅历史图片，从“筚路蓝缕、苦
难辉煌的革命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的建设时期，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改革
时期，突破菏泽、后来居上的新时代”等
四个历史时期，真实记录了菏泽党组织带
领人民英勇奋斗、攻坚克难的光辉历程，反
映了百年来菏泽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取
得的辉煌成就。6月24日，展览正式面向社会
开放，仅4天时间就已接待十余家机关事业
单位和企业，参观人数近300人，成为全市党
史学习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

创新党史宣传，通过宣讲、党史知识问
答与竞赛、红色专题片等方式，让红色历史

“活起来”。截至目前，仅菏泽市委党史研究
院就已开展巡回主题宣讲10余场。6月24日，
菏泽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专题报
告会，院长田文建受邀授课，以《百年历程
逐梦辉煌》为题，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全面
梳理、深刻阐释了菏泽党组织的光辉历程。

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让红色历史“燃起来”“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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