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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从免费本科生到免
费专科生，我省免费医学教育对象再
扩容。日前，我省7部门出台《山东
省专科医学生公费教育工作实施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将面向全
省开展专科层次的农村定向医学生免
费培养。

医生紧缺是乡镇卫生院、村卫生
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现实问题，
人才招不来、留不住，严重影响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正常运行及患者就
医。为缓解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缺乏问
题，《办法》规定，2019年起，我省
将在省属医学高等院校实施订单定向

专科医学生公费教育。公费专科医学
生为3年制，每年培养计划300人。在
校期间，公费医学生享受“两免一
补”政策，即免除学费、住宿费，并
可获得每生每年4000元的生活补助。

《办法》明确，在校期间，公费
专科医学生将接受与农村医疗卫生工
作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按
照《办法》要求，公费专科医学生毕
业后将在乡镇卫生院及以下医疗卫生
机构工作至少满6年，服务期未满年
限，按比例退还医学生公费教育经费
和交纳违约金，并取消事业单位人员
身份。 (李振)

我省公费专科医学生精准对接农村需求

农村大众报金乡讯 （记者祝
超群 通讯员王伟）今年的种蒜
季，金乡县田间地头多了不少农用
机械，也多了些年轻人。这些年轻
人“回巢”不仅为“老龄化”的乡
村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劳动力，还带
来了资金和先进技术。乡村振兴在
金乡有了实实在在的具体表现。

大蒜产业实现振兴。金乡是
“蒜乡”，常年种植大蒜60万亩，
加工、贮藏等企业2000多家，年加
工出口总量占全国的70%以上，金
乡大蒜的品牌价值更是高达202 . 58

亿元；涉及5个镇街，总占地面积15

万亩的金乡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更是国家首批提名的山东省唯一一
家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利用好
大蒜这一产业和品牌优势做好乡村
振兴这篇大文章，成为当下金乡
“聚心聚力聚智”之举。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
来，“包村联户”“驻村第一书
记”等制度在金乡得到不断推进和
完善，一大批年轻大学生、“能
人”企业家回乡发展；金乡加大农
村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通过
“机器换人”，实施“互联网+”
“生态+”“文化+”等高新业态的

引入，让农民从体力活、“脏累
苦”的环境中解放出来，让农民成
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乡村振兴不能少了精神和文化
支撑。金乡县用活当地传统戏曲资
源，让乡村文化振兴有了有效载
体。金乡立足“戏窝子”资源，组
织的“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活动已
经持续了4年，平均每年每村能演
两场戏。现在，金乡县639个行政村
全部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移风易俗
新规都进了村规民约。数据显示，
去年金乡5000多起红白事节约资金
达6000余万元，减轻了农民负担。

生态振兴关乎人民福祉。金乡
县实施土壤改良、河水改质专项
行动。聚焦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生 活 污 水治理 ， 持 续 推 进 农 村
“七改”工程。在加大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和改造的基础上，金乡
通过政府买单，引入市场力量，
逐步 构 建 起 “ 户 集 、 村收、 镇
运、县处理”的城乡环卫一体化
治理模式，600多个村庄分批次从
垃圾围村的困境中突围，只用了
三年多的时间，就从试点完成了
县域村庄全覆盖。

群雁要靠头雁领，金乡县抓住

农村组织体系这个关键，充分发挥
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
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
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
展等方面的战斗堡垒作用。在金
乡鱼山街道张翟村，村里的议事
会不管干大事还是干小事，都要
在街道纪委工作人员或群众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这条惯例坚持了
几十年。这个原来连个像样的瓦房
都没有的“空壳村”已变成了“省
级文明村”。今年7月，张翟村党
支部被省委组织部评为“干事创业
好班子”。

立足特色资源 实现五个振兴

金乡以大蒜产业实现“聚心聚力聚智”

本报济南讯 1 0月2 5日—2 6

日，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
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山东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山东
省医疗保障局、山东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五个省政府机构挂牌。

整合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省中医药管理局)以及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老年事业管理、老年人权
益保障、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等职
责，组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
省政府组成部门，保留省中医药管
理局牌子。主要负责协调推进全省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织实施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监督管理公共
卫生、医疗服务和卫生应急；负责
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协调落
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推进
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
工作等。保留省老龄工作委员会、

省属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日常工
作由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担。

省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省政
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的港澳事务、
侨务管理等职责划出后，组建省
政府外事办公室，作为省政府组
成部门。主要负责贯彻执行外事
工作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
全省外事工作规章制度和工作规
则；综合归口管理全省执行国家
对外政策有关工作，统筹协调重
要外事事项等。

整合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
职责，以及相关部门的价格监督检
查与反垄断、知识产权管理、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反
垄断职责，组建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加挂省知识产权局牌
子。组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由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

山东省医疗保障局是整合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民政厅、省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物价局
的相关职能，新组建的省政府直属
机构。组建山东省医疗保障局，是
为了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不断提
高医疗保障水平，统筹推进医疗、
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对
于保障群众就医需求、减轻群众医
药负担、提高群众健康水平具有重
要意义。

(李振 张春晓 赵小菊 李文
明 刘一颖)

本报济南讯 10月27日，山东
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生态环境
厅、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海

洋局四个省政府机构挂牌。
作为统一管理山水林田湖草等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部门，省
自然资源厅整合省国土资源厅(省测
绘地理信息局)、省林业厅的职责，
以及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城
乡规划管理、水资源调查和确权登
记管理，编制海洋主体功能区规
划、海域开发利用总体规划、无居
民海岛保护规划、海域海岛等资源
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草原(地)资
源调查、确权登记和保护、监督管
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管理
等职责，承担省委海洋发展委员会
日常工作等。省自然资源厅加挂省
林业局牌子。省海洋局由省自然资
源厅管理。

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统一行
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
行政执法职责，监督管理污染防

治、核与辐射安全；指导、协调、
监督生态保护工作；组织开展全省
环境保护督察等。组建生态环境
厅，对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
义。

整合省农业厅及相关方面的农
业农村管理职责，组建省农业农村
厅，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
责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三农”工
作战略、规划和政策，协调解决
“三农”工作重大问题；管理种植
业、渔业、农垦、农业机械化、农
产品质量安全；负责农业投资管理
等。省委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设
在省农业农村厅。

省海洋局主要负责研究提出海
洋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海洋产业
政策建议，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海洋
经济发展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海
域使用和海岛保护利用管理，负责
海洋经济运行监测评估、海洋科
技、海洋对外合作等。

(张春晓 杨学莹)

我省九个省政府机构挂牌

农村大众报邹平讯 （记者兰
姬慧 通讯员高雷 孙长帅 左明
玉）10月26日，邹平市正式挂牌成
立。当天，邹平广电大剧院内庄严
热烈，邹平市委，市人大，市政
府，市政协，市纪委、监委揭牌，
正式宣告邹平从这天开始有了一张

全新身份证——— 邹平市。
今年7月2日，经国务院同意后，

民政部以民函〔2018〕105号文批复我
省，同意撤销邹平县，设立邹平市。8

月24日，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撤销邹
平县设立邹平市的通知》(鲁政字

〔2018〕175号)。9月25日滨州市政府第

29次常务会议、9月26日滨州市委第
九届78次常委会议，分别研究并通过
了邹平县撤县设市有关事项，同意
撤销邹平县，设立邹平市，由山东省
直辖，滨州市代管。

“邹平市成立，是邹平发展史上
的一座里程碑，是邹平赶超奋进、再

创辉煌的新起点。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展现新形象、实现新
作为，坚持以‘市’的定位、‘市’的格
局、‘市’的理念来谋划和推进邹平
发展，向高处攀、与强者比，争当高
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奋力书写邹
平发展新的篇章。”滨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光峰说。
新征程、新使命，新担当、新作

为。邹平市委书记皮台田说：“未来
邹平的发展，高质量是新时代的主
旋律。邹平将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
化之路，加快产业链向终端延伸、价
值链向高端拓展，全力打造全省新
旧动能转换先行区、试验区、示范
区。突出铝业核心地位，全力打造名
副其实的中国‘铝谷’。强力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为打造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贡献邹平力量。”

邹平市正式挂牌成立

农村大众报禹城讯 （记者戎
宁 通讯员李月 李富涛）10月10

日，走进禹城市十里望回族镇小王
楼村冬枣采摘园，百果家庭农场主
王博正忙着打扫散落的冬枣。一旁
的河沟里，则是鹅鸭在戏水。

“这两天冬枣采摘得差不多了，
算下来每亩地收入得有15000块钱。”
王博说，“除了冬枣，农场里还有二
十多个不同品种的果树，明年争取

再流转200亩地，种上更多不同品种
的果树，让我这个‘百果团长’名副
其实。”王博说。

王博说，结缘冬枣，缘自1999年
底。当时他听说有枣农靠种植枣树
致富后，决定放弃农机配件生意，改
行种枣。“一共3500块钱，买了1000棵
树苗，回来全部栽到了自家的8亩地
里。”王博说。

幸运的是，枣园实现了当年挂

果，当年回本。“2000年的时候，
到园子里采摘冬枣，随便吃不要
钱，随便摘10元一斤，现在是20元
一斤。”王博乐呵呵地说，“枣树
好管理，枝繁叶茂后产量逐年递
增，亩均收入1万元左右。”

“枣树每年秋季成熟，盛果期
有两个月，自中秋节前后开始便陆
续有游客利用周末和假期前来采摘
游玩。”王博说，他的枣园就在路

边，距市区不到5公里，每年国庆
假期游客几乎天天爆满。从去年开
始，王博陆陆续续种上了山楂树、
石榴树、梨树、桃树等十多个品种
的果树，想把果园变成百果家庭农
场，延长采摘期。王博说，果园里
还养殖了500多只鹅，能把树下的草
吃得干干净净。除了卖鹅蛋每年能
收入2000多元，叫价200元一只的野
养大鹅也很受市场欢迎。

今年52岁的王博还是小王楼村
的党支部书记。他说，下一步，要
在村里成立合作社，带动村民发展
草莓采摘、蚂蚱养殖等特色产业。

去年引进十多种果树，计划再流转200亩地种“百果”

引进多种果树，农场主成了“百果团长”

种麦到立冬，
费力白搭工。

立冬不倒股，
不如土里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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