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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青岛讯 (通讯员王
迪 于大为)乡村要振兴，必须强化
党建的引领作用，近两年来，青岛市
即墨区龙山街道充分发挥党建在乡
村振兴中的引领、服务和保障功能，
从人才培育、产业引进、环境治理、
乡风引导等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力
度，有力推进了当地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龙山街
道通过取真经、引外脑，壮大乡村振
兴“领头雁”队伍。街道党工委充分发
挥党员在乡村振兴中的示范作用，多
次组织辖区内党员通过集中学习和
远程教育等方式加强学习，使党员在
美丽乡村建设、环境整治中起到模范
带头作用。街道先后组织班子成员、
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到江浙乡村参
观学习，并将这些地区的先进经验应
用于村庄建设各项工作，打造出前东
葛村等一批美丽乡村示范村。党工委
还聘任4名大学生村官到拖车夼、南
窝洛子两个省定、市定贫困村任职，
配合第一书记通过抓党建、引项目帮

助生活困难家庭致富。街道同时聘任
30余名大学生参与机关工作各个环
节，为机关工作注入新鲜血液。一年
来，在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龙山街
道财政支出就达200余万元。

产业支撑乡村振兴，龙山街道党
工委按照产业带动、组团推进的发展
思路，带领农民谋出路、强产业，“组
团推进”走致富路。在实施过程中，街
道党工委将东南部山区规划为乡村
振兴产业园，引进西西番茄乐园项
目，项目规划占地220亩，一期占地80

亩，计划投资2000万元，引进200种西
红柿，建设西红柿博物馆、生产区和
体验区，主要用于标本教学、参观、休
闲旅游，建成后将有力辐射带动周边
村庄发展旅游观光和休闲都市农业。

龙山党工委还帮助拖车夼村引进光
伏发电项目、南窝洛子村引进蔬菜大
棚项目，同时立足该区域山水资源丰
富、农产品品质高的优势，成立小米、
地瓜、芋头、茶叶等特色农产品合作
社17个，注册天井山茶叶、窝洛子地
瓜、棉花涧小米等商标20余个，带动周
边1000余户年均增收1万元。

乡村振兴，环境整治是抓手。为
倒逼村容村貌大变样，办事处一方
面将辖区主干路、村庄的绿化、保
洁、垃圾运送等事务外包给物业管
理公司，进行专业化管理，并建立考
核制度，根据考核结果支付相关费
用，通过专业化服务提升绿化保洁
水平。同时，在社区党委和村“两委”
带动下，发动保洁员、农户积极参

与，全面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取
缔敞口垃圾池，全面清理公路沿线
和河道、水库、湖泊、塘坝、沟渠淤积
的存量垃圾。当地还每两个月对农
户环境卫生、垃圾分类及卫生习惯
养成等情况进行一次评比，根据得
分情况评定为“最清洁”“清洁”“不
清洁”三个等次，张贴标记，同时对

“最清洁”户进行奖励。据统计，一年
来，龙山街道在环境整治方面财政
支出1500万元。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龙
山街道各社区在社区党委领导下，
各村庄经过广泛讨论，制定符合村
庄实际的村规民约，强化家风宣讲，
让乡风文明在泥土里生根开花。村
规民约语言简练，包括赡养老人、环

境卫生、红白喜事等条款，规定村民
的行为与福利待遇直接挂钩，村民
合力制定，具有可接受和易操作的
优点。同时，村庄推选出红白理事
会，服务和管理村庄红白喜事，对
于符合移风易俗标准的家庭，办事
处给予物质奖励。街道妇联还邀请
家庭教育专家召开多场“弘扬好家
风”宣讲会，将“传家训、育家
风、立家教、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观点根植每个家庭。推进
乡风转变过程中，村党组织发挥引
导作用，党员、干部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逐步改变了当地村庄厚葬薄
养、天价彩礼、人情泛滥等陈规陋
习。一年来，办事处给予村庄移风易
俗补助10万余元。

加大资金投入，必须监管到位。
据悉，龙山街道在党工委领导下，财
政所在项目资金方面做好“管理
员”，严格把控资金使用和实用性，
做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资金用
在刀刃上，有力推动乡村振兴。

党建引领，财政支持

龙山街道强力推进乡村振兴

农村大众报宁阳讯 （通讯员
李晓君）作为传统的粮食生产大
县，宁阳县不断加强粮食产业链建
设，涌现出很多合作社和龙头企
业，不断改变着粮食生产模式，分
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粮食生
产从增产转向提质。

合作社产后服务

解决丰收后的烦恼

“玉米、小麦收获时要是赶上
阴雨天气，水分高了必须及时进行
晾晒。以前苦于晾晒条件有限，往
往造成霉变等损失。小麦、玉米的
晾晒和储存就成了大难题。”宁阳
县鹤山镇种粮大户韦春庆介绍说，
现在好了，合作社上了烘干设备，

我们可直接把粮食运过去进行清
理、烘干，解决了“丰收后的烦恼”！

去年宁阳县丰沃粮食种植专业
合作社建设的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运
营以来，为粮农烘干小麦2000吨、
玉米11000吨，代储存2600吨、代销
售3000吨。

与专业储粮机构相比，农户储
粮在防潮、防霉变、防鼠疫、防虫
蛀方面承担更大的风险，损耗约
6%。笔者按去年产后服务中心“五
代”总量18600吨算了算，减少了粮
食损失近300万元。

“现在我们把粮食拉来，为农
户提供代清理、代干燥、代储存、
代加工、代销售等服务，实现了产
后节粮减损，增加了粮农收入。”

合作社理事长贺永林说。
合作社还将服务环节向产前延

伸，实现机械收割、秸秆还田、土地
旋耕、种肥同播、病虫防治等方面的

“十统一”，既帮助农民解决了粮食
种植、管理等环节诸多问题，又有力
促进了优粮优产、优粮优价。“去年
我们全程服务3000亩优质小麦、玉米
田地，实行统一的标准化生产，降低
了种植成本，加快了农业集约化进
程。”贺永林介绍说，目前他们正加
紧建设6000吨/年的高档五色面条生
产线，建成后可实现粮食就地生产、
就地加工、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龙头企业牵头

打造闭合粮食产业链

宁阳县东疏镇孙集村村民郝祥社
看着自家收割的麦子，乐呵呵地说 :

“这两年家里的小麦变成了订单式商
品，从种植到收割一点也不用操心，比
外边一般的小麦卖得贵还抢手!”

正是得益于“闭合粮食产业
链”，郝祥社500亩的田地里播种、
施肥、收割，统统都有人管，丰收
时有专门的收割机开进地里，收割
后直接装车卖进粮库。

“普通小麦到处都是，优质小
麦价格高却收不到。”泰安鲁粮面
粉有限公司董事长杜福同告诉笔
者，“以往企业收购的小麦质量参
差不齐，稳定的优质小麦来源，仅
靠在市场上零散地收购不行，还是
得走联合发展的路子，在源头上保

证小麦的高质量。”
从种植普通小麦到种植优质小

麦，从散户种植变为产业联合体，宁
阳县探索实施“闭合粮食产业链”，
目前已试点东疏、伏山、鹤山等5个
乡镇60多个村，覆盖面积5万余亩，涉
及近2万农户。联合体由龙头企业鲁
粮面粉牵头，提供良种，以优于市场
价进行小麦收购；合作社开展技术
指导，为种粮大户提供化肥、农药、
农机等配套服务；农户按照要求种
植，省心又赚钱。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取暖，农业
企业做市场、农户搞生产、合作社
专注服务，专业化分工，产生了
“1+1+1＞3”的裂变效应，推动粮
食产业转型升级。

企业、农户、合作社抱团，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

粮食大县宁阳，产业联合体覆盖60多个村

农村大众报郓城讯 （通讯员
杨静 赵考壮）“今年黑小麦长势
特别好，颗粒饱满，这两天就要收
割了，亩产1000斤没问题，能比去
年增收300斤。”6月14日，在郓城
县黄集镇郭庄村，荣鑫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肖玉荣看着眼前的麦浪
高兴地说。

肖玉荣原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
女，在山东省文化厅驻黄集乡郭庄村
第一书记的帮助下，肖玉荣和丈夫王

希龙创立了荣鑫种植专业合作社，把
有机黑色小麦种植作为发展项目。

肖玉荣说，每斤黑麦价格比普
通小麦要贵上三五毛钱，一亩地要
多收入300元—500元。除了卖原麦
之外，肖玉荣还建起食品加工厂，
开发出黑面条、黑麦仁等十几个系
列产品。这样下来，一亩黑麦每年
能收入2500元左右，远高于种普通
小麦的收入。

荣鑫种植专业合作社目前发展

社员100多户，种植黑色小麦1000多
亩，实现了规模种植。合作社采用“七
统一”的生产经营模式，还注册了“十
亩田香”绿色农产品品牌，在郓城，被
首批授权使用“好郓来”区域公用品
牌。

“对这1000多亩黑小麦，合作
社统一供种、施肥、收割，降低了
种植成本，增加了效益。以购买麦
种为例，农户个人买黑麦种，每公
斤需要 1 5元左右，而合作社统一

买，每公斤只需要10元左右。仅此
一项，一亩地就节约成本 1 0 0 多
元。”王希龙介绍，合作社成员比
当地农户普遍增收20%左右。

在合作社的加工厂里，肖玉荣
介绍着黑麦系列产品，她说:“黑麦
系列产品，一开始打不开销路。我
们选了50名消费者，免费试吃了一
个月。通过口口相传，有了固定客
户群，现在我的微信群里有200多名
固定客户。但是，如何让更多的人
了解黑麦产品，如何与市场有效对
接，还得摸索着来。” 今年4月
25日，第七届成都农博会开幕。“十亩
田香”黑小麦在农博会亮相，引起国
内外客商的关注，这给了肖玉荣很
大的信心。

农村大众报汶上讯 （通讯
员何西荣）又到一年麦收忙。眼
下，在汶上县苑庄镇田间地头处
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大王庄
村的麦田里，今年麦收场面有点
不一样，麦田地头没有了众多拉
麦子的大小拖拉机，除了几辆插
着彩旗的卡车，停放着许多小轿
车倒是很显眼。

今年28岁的村民张立强说 :

“现在收麦真省事，村里的合作
社不光负责收割麦子，还提供一
条龙服务，直接用合作社的运输
车把麦子运回家，这不，今年收
割麦子，听说收割机快割到俺家
的麦田了，我开轿车就来了。”

据农机手刘华讲，以前合作
社只负责收割麦子，农户自备运
输车。由于农户的运输车大小不
一，从收割机里卸麦子耽搁时
间，加上有些农户没有运输车
辆，于是今年社里统一配备运输
车，不想卖就直接将收割的麦子
送到农户家里。

“俺家没有晒场，这么多麦子
扛到平房上晒，既累又麻烦，今年
干脆把麦子直接卖给村里的合作
社。”大王庄村民潘教民说，“去
年村里的道立合作社购买了烘干
机，建起了大粮仓，人家负责烘
干，还收购麦子，价格比晒干的
是低几分，可我们不用晾晒、运
输和储藏。”唯一让潘教民遗憾
的是，收的麦子连家也没进。

这些事情看上去虽小，却折
射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预示
着农业发展的方向。

合作社规模种植黑小麦
并加工生产黑面条、黑麦仁等产品，带动100多户农户增收

农民开着

轿车去收麦

6月3日，阳谷县博济桥街道办
事处社区和村居干部在给前席村胡
同长挂牌。

行走在博济桥街道各村居，一
条条平整美观的红砖胡同不时映入
眼帘。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胡同难
走问题，博济桥街道在25个村居同
步启动“铺砖行动”。目前，25个
村居的胡同已全部高标准铺设完
成。

胡同铺好了，如何保持每一条
胡同常年整洁，街道办事处通过居
民自愿报名、支部推荐、群众审议
等程序，为每一条胡同推选出热心
为群众服务的胡同长，负责胡同的
全面工作。胡同长推选挂牌，成为
该街道农村人居环境的一大亮点。

(陈清林 王逸秀 摄)

“胡同长”挂牌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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