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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寺镇圆梦留守儿童
本报汶上讯 (通讯员徐西军)

为使留守儿童健康、快乐、茁壮成
长，汶上县寅寺镇不断优化孩子们
的成长环境：圆读书梦，在机关开
展爱心捐书活动，为他们捐建一个
图书室；圆亲情梦，利用镇“红色
e站”网络平台实现亲子隔空视频

互动；圆友情梦，在镇妇联设立
“知心大姐”信箱，专门排解孩子
们成长的烦恼，为他们开辟一片心
灵的绿洲；圆飞翔梦，精心组织庆
六一艺体联欢会，让孩子们充分展
现自我，为他们插上梦想的翅膀。

济河街道搞好动物防疫

投资20余万元，对养殖场进行
拉网式防疫，搞好禽流感防治工

作。 (文博)

黄山铺镇物流园
成经济发展新支点

今年以来，沂水县黄山铺镇充
分发挥区位、产业、政策等优势，
通过科学规划、政策扶持和资源整
合，规划了占地1000亩的两大物流
园区，成功打造了物流产业这一新
支点。截至目前，新落地物流项目
4个，总投资近30亿元。(武海玉)

济河街道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宣传教
育、制度监管、源头预防三管齐
下。 (文博)

河东合行支持低碳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河东农村合作银行
全面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将低
碳经济、循环经济作为信贷决策的

重要依据，大力支持环境产业和节
能减排技术创新。截至目前，该行
已向低碳企业发放贷款2000余万
元，鼓励当地企业节能减排，发展
生态经济。(孙钦敏)

济河街道打造精品果园

投资130余万元，发展核桃基
地2000亩，栽植核桃8 . 4万株。

(文博)

本报莒县讯 (通讯员辛有东)
5月28日，莒县兴达食品有限公司
种植基地内，工人们正在姜田里
对姜苗进行管理。“我们用豆粕或
熟黄豆代替有机肥，这样可以增加
土壤有机质含量，生产的大姜全部
通过了GLOBALGAP体系、HACCP

质量体系等认证，出口到日本、东
南亚、中东、北美等地区。”正在指
导工人干活的技术员介绍说。

兴达食品有限公司的大姜种

植模式只是莒县在发展现代农业
的进程中，切实打造农产品质量安
全“特区”的一个生动缩影。

近年来，莒县不断立足终端产
品质量，强化产前投入、产地环境、
产品质量全过程控制，基本实现了
从农资、土壤到生产、加工各个环
节全过程、无缝隙的监控和检验检
测，逐步由单一的政府监管，走上
了以政府、企业、农民三者共同利
益为导向的良性机制。

抓源头，强化农业投入品监
管。管中间，健全农产品质量监测
体系。投资4000万元新建县农产品
质量检测综合服务中心。同时，
引导扶持龙头企业、生产基地、
农产品交易市场建立质量检测
点。控末端，抓好流通环节规范
化管理。严格实施农产品质量安
全市场准入制度，引导企业从基
地管理、原料验收、产品加工、
产品包装到成品存储等各个环

节，都建立台账。
将工业化的生产理念，逐步

嫁接到农业领域，实施农业的基
地化和标准化生产。县财政先后
投入1200万元专项补助资金，组织
实 施 农 业 结 构 调 整 “ 三 年 规
划”，着力打造出了瓜菜、果
品、烤烟、桑蚕、中药材、茶叶
“六大主导产业”和花卉、苗
木、食用菌“三大新兴产业”，
高效经济作物累计达到53 . 4万亩。

目前，全县农产品出口备案基地达
到200多处、共10万余亩。全县农民
合作社1200余家，年销售收入超过
500万元的农业龙头企业达150家。

“莒县大姜”、“莒县绿芦笋”、
“莒县丹参”先后被确认为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浮来青茶业、华
康蜂业等龙头企业的产品先后荣
获“山东名牌”称号，“三品一标”认
证累计达到98个。莒县农产品品牌
知名度、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将工业化的生产理念嫁接到农业领域

莒县打造农产品质量安全“特区”

本报沾化讯 （通讯员商平
兰 边宁 陈方明）近日，经国家
商务部批准，山东沾化万思顿农
业产业园投资1000万美元，成功
并购非洲科特迪瓦东方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成为该公司进一步延
伸腰果产业链、占领国际腰果市
场的重要一环。

山东万思顿农业产业园自
2006年入驻沾化，目前已在沾化
完成投资2亿元，成为亚洲最大
的腰果加工基地，年可加工带壳
腰果5万吨。为了掌控原料供应，
同时延伸开拓腰果市场，万思顿
农业产业园决定并购主要原料供
应国家非洲科特迪瓦的东方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据万思顿农业产
业园公司董事长卫东峰介绍：“我
们并购腰果主产区的经营公司，
不但是为了建立原料供应基地，
更重要的是不断提高我们对全球
腰果市场的掌控能力，为我们打
造世界腰果巨头奠定基础。”

沾化农企并购

非洲一农业巨头

本报邹城讯 （通讯员齐文文）
为进一步推动村级“三个全覆盖”工
作深入开展，邹城市中心店镇结合
镇村实际，探索形成“节点”管理法，
切实增强驻村工作实效。

以天为节点。各驻村干部及时
将待办事项记录在每日工作计划公
示板上并公布于众，时刻接受村民
监督；严格签到及请销假制度，实现
无缝隙管理；镇工作队每天以电话

问询、入村暗访等形式进行调度。
以周为节点。建立“周学习

日”制度，开展“第一书记一堂
课”活动，讲解实用技术、致富信
息等；确定每周三为“干群连心
日”，驻村干部在“干群连心室”
与村民谈心说事、收集意见；镇工
作队每周以汇总工作动态、印发工
作简报等形式掌握工作开展情况。

以月为节点。每月底整理汇总

驻村干部收集民意、为民办实事、
村民评价等情况，利用电子显示屏
在便民服务大厅设立驻村干部“排
行榜”，通报表扬先进、挂牌警示
后进；每月由第一书记、联村民警、
民生代办员与村“两委”干部至少进
行两次会商议事，通报情况、研究问
题、推进工作；每月由镇工作队对驻
村干部进行一次约谈。

以半年为节点。每半年组织驻

村干部结合驻村工作和承诺事项进
行一次履职践诺述职评议，由村干
部、村民代表打分测评，并指出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每半年至少开展
两次优秀民情日记展评，评选民情
工作标兵。

以年度为节点。年终结合全年
群众满意度测评成绩，进行全镇大
排名。同时，将综合成绩与年终评
先树优挂钩。

限节点 划任务 定责任

“节点”管理法管出高效驻村队伍

本报惠民讯 ( 通讯员赵秀峰
闫玉江) 6 月 11 日，伴随着神舟

十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
道，惠民县中惠食品有限公司的
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神十”携带的实验生物标本

中，有来自该公司的红曲红菌
种。

“今年4月份，我们与北京神
飞航天应用技术研究院签署了协
议。当知道神舟十号有搭载计划
时，我们就开始积极联系，在签
协议的那瞬间我感觉很神圣，航

天育种是一门新的科学，种子和
菌种被带到太空后，将利用空间
宇宙射线、微重力、高真空等特
殊空间环境，对种子、菌种诱
变，培育出高产、优质、新品种
和新种质资源，这已经经过实际
验证了。我们希望自己的产品通

过这次太空旅程，带来意想不到
的成果。”公司总经理赵吉兴
说。中惠食品总工程师李耀介
绍，飞船返回地面后，该公司还
将进行实验样本提纯、分解等大量
工作，选育培养新的菌种。

据悉，红曲红是一种天然色
素，广泛应用于酱肉制品、腐乳、火
腿肠等食品的着色，没有任何毒副
作用。而有了外太空遨游的经历，
将会大大缩短优质色素的研发过
程。

惠民一菌种搭载“神十”遨游太空

本报即墨讯 (通讯员杜杰)

近年来，随着农家书屋的建设和
普及，即墨市七级中心社区农民
改变了过去不读书、无书读的状
况，村庄自行组织的文化活动也
丰富起来。

晚饭后，在新改造的七级中
心社区群众休闲文化广场上，一
群农家妇女正随着悠扬的旋律打
着太极拳。七级中心社区老体协
总辅导员、七级西南村村民徐桂
香说：“我们每天都要到广场上来
锻炼锻炼。”借助农家书屋建设，
让老百姓吃上“文化饭”，这是近
年来七级中心社区坚持不懈抓的
工作之一。该社区在每个村庄都
普及远程教育网，建设一座文化
大院，建立一支健身队，兴建一座
群众休闲文化广场。并坚持“政府
倡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的思
路，让农民自导自演，形成了20支
800余人的草根文艺团队。

6 月 9 日，来自济南市区的
一位小朋友正在济南达仁农场的
百合花丛中玩耍。

当日，由济南市天桥区大桥
镇政府、济南达仁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共同主办的第二届“达仁百
合节”开幕。据了解，此次活动
为期一个月，以百合为载体，融
入休闲、娱乐、餐饮等元素，开
展一系列活动，旨在向市区游客
展示达仁生态农业的特色。期
间，主办方还将组织特色农产品
展销、钓鱼比赛、田园采摘、文
艺演出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

(记者 苏华宾 通讯员
孙明 摄)

百合花开
醉游人

即墨市七级中心社区

农民吃上
“文化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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