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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张
婷）9月20日下午，山东省政府新
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山东省交
易团筹备情况。

第二届进博会定于11月5日至
10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由
国家综合展、企业商业展和虹桥国
际经济论坛组成，展览面积33万平
方米。其中，国家综合展3万平方
米，由受邀参展国展示其贸易投资
领域有关情况；企业商业展30多万
平方米，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
易，涵盖科技生活、汽车、装备、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品质生活、
食品及农产品、服务贸易等7大板
块，共有来自 1 5 0多个国家（地
区）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国
家（地区）和企业、参展的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首发的新
产品和新技术数量均超首届；虹桥
国际经济论坛包括主论坛和4场分
论坛，主论坛将以“开放创新、合
作共赢”为主题，邀请有关国家政
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发表演讲。

进博会期间，还将举办上百场
配套活动。经与商务部、进博局沟
通衔接，定于 1 1月 6日上午举办
“山东省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介
会”，重点宣传、推介中国（山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上合组织地
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的特色亮点。博
览会期间，我省将举办山东老字号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参展企业
26家，以此为载体，讲好山东故
事，宣传山东文化。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
张婷）9月20日下午，山东省政府
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新中国成立 7 0周年山东“三
农”工作取得的成就。

农业综合产能快速提升

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

实现跨越式发展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70

年来，我省农业综合产能快速提
升，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实现跨
越式发展。粮食总产量从建国初
期的870万吨，接连实现跨越式发
展。201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5319 . 5万吨，连续5年稳定在5000万
吨以上；蔬菜及食用菌总产8192万
吨，园林水果总产1673 . 8万吨，均
居全国第一位；棉花总产量21 . 7万
吨，位居全国第三，油料产量达
到310 . 9万吨，居全国第三位；全
省肉蛋奶总产1521 . 4万吨，是1949

年的108倍，畜禽标准养殖规模化
率达到75%。

今年“三夏”期间，“山农
30”“山农29”“烟农1212”高产
攻关试验田先后三次刷新了全国
冬小麦小面积单产最高纪录，实
打亩产分别达到828 . 7公斤、835 . 2

公斤和840 . 7公斤。
在渔业生产方面，我省取得

新突破。2018年，全省水产品总产
量(不含远洋渔业产量)达到816 . 6万
吨，是建国初期的70多倍，居全
国首位；渔业工厂化养殖达到15 . 5

万吨，其中海水12 . 3万吨、淡水
3 . 2万吨；海水深水网箱达到2 . 5万
吨。另外，农业生产结构不断优
化。2018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9397 . 53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
国第一。

农业现代化显著提升
科技成果应用成效突出

我省加快推动农业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应用，农业机械化、
智能化水平明显提高。在生产条
件方面，持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建
设，全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5400多
万亩，到十三五末将建成5982万
亩。在全国率先开展粮食高产创
建工作，共建设高产创建示范方
622个，面积达到2280多万亩，方
内小麦、玉米两季合计亩产全部
达到1100公斤以上。

同时，我省还全面落实永久
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划定永
久基本农田9587万亩。2018年，全
省除险加固大中型水库4座、小型
病险水库559座，治理中小河流45

条，开工建设雨洪资源利用项目8

个，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260平

方公里。
此外，我省更加注重用现代

化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
学技术改造农业。2018年，全省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6%以上。
拥有拖拉机249 . 24万台，联合收获
机从几乎没有发展到31 . 52万台，
小麦、玉米从完全依靠人力发展
到99 . 48%和94 . 55%的机收率。

在农业科技应用发展上，我省
启动实施农业科技展翅十大行动，
加快构建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
推广和农民教育培训三大体系，至
2018年省市县乡四级农技推广机构
达到4678个，农技人员2 . 5万人，累
计培训高素质农民超过30万人，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 . 9%。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产品出口连续20年领跑全国

据了解，多年来我省深入推
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
业产业化水平日益提高。2018年，
全省农民合作社发展到 2 0 . 8 8万
家，家庭农场6 . 79万家，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9600家，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22万家，均居全国首位。

在农村产业化发展中，新产
业新业态不断涌现。我省深入挖
掘“诸城模式”“潍坊模式”
“寿光模式”三个模式的新内

涵，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打
造农业产业化的“升级版”。全
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
达1 . 2万多家，销售收入约3 . 5万亿
元。农产品出口保持优势，2018年
全省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2134 . 1亿
元，其中出口1150 . 3亿元，是全国
首个农产品出口规模超千亿的省
市，连续20年领跑全国。

近年来，我省品牌农业和农
村电商蓬勃发展。2016年，我省率
先在全国发布省级农产品整体品
牌，推出了“齐鲁灵秀地、品牌农
产品”山东农产品整体品牌形象，
累计培育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47个、企业产品品牌400个。2018

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实现813

亿元。乡村旅游快速发展，2018年全
省乡村旅游接待游客5 . 03亿人次，
实现乡村旅游消费2955亿元；规模
化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庄达3500余
个，乡村旅游经营业户8 . 4万户，
吸纳安置就业52万人。

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60多倍

70年来，我省不断改善农民
群众生产生活水平，农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
高。据了解，全省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44 . 74元提

高到2018年的16297元，增长360多
倍。农民收入日趋多元化，2018

年，人均经营净收入从1983年的
286元增加到7194元，人均工资性
收入由1983年的55元增加到6550

元，人均财产净收入由1983年的
7 . 9元增加到429元，人均转移净收
入由1983年的13元增加到2124元。

同时，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也
在不断提高。1978-2018年，全省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94元提
高到11270元，恩格尔系数由61 . 6%

下降到28%，下降33 . 6个百分点。
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我省也

在持续进行改善。据第三次农业
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99 . 9%

的农户拥有自己的住房，高于全国
0 . 4个百分点。1009 . 2万农户饮用水
为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占全部
农户的51 . 4%，比2006年提高15 . 3个
百分点。全省100%的乡镇实现垃圾
集中处理、99 . 3%的村垃圾集中处
理，分别高于全国9 . 2和25 . 4个百
分点。通村道路和村内主要道路
水泥路面占比分别达到65 . 2%和
75 . 4%，分别比2006年提高34 . 9和
47 . 5个百分点；村内主要道路有路
灯的村占比达到90 . 5%，安装有线
电视的村占比为99 . 5%，分别比
2006年提高45 . 4和18 . 8个百分点。
99%的村通宽带互联网。

70年，我省“三农”工作取得辉煌成就
今夏，我省高产攻关试验田三次刷新全国冬小麦小面积单产纪录

农村大众报昌邑讯 （记者任
治安 通讯员翟世强）9月21日上
午，昌邑市绿博园内翠色葱茏、花
馨鸟悦， 3万多名热情洋溢的嘉
宾、客商和当地群众欢聚一堂，共
庆2 0 1 9北方 (昌邑 )绿化苗木博览
会、第二十四届中国园林花木信息
交流会顺利开幕。

本届绿博会由中国林学会、山
东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局）、潍
坊市人民政府、《中国花卉报》社
主办，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林业局）、昌邑市人民政府承
办，昌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林业局）、昌邑市绿博会筹委办、
昌邑市林业发展中心、中国（昌邑）
北方花木城执行承办，得到了山东
林木种苗协会、河北、山西等省级行
业组织以及多家行业重要媒体的大
力支持，参会对象为国内外苗木协

会（合作社）、苗木生产企业，园林
机械设备、园艺资材生产企业，园
林绿化工程公司、设计公司，园林
养护、道路绿化养护企业，专业媒
体，科研院所，苗木经纪人等。

展会设置绿博园、北方花木城
两大展区，共计600个展位。绿博园
展区为专业展区，分绿化苗木、园林
机械及园艺资材展区两部分；花木
城展区为开放式展区，分2019“一带
一路”造园技能（昌邑）国际邀请赛
赛区、园艺花卉展区和农资种子展
区三部分，展出内容主要包括绿化
种苗、观赏苗木、造型苗木、容器苗
木及相关产品，经济林种苗及相关
产品，园艺资材、园林机械、森保、园
艺养护产品等，于10月7日结束。

展会以“传播绿色文化 建设
美丽中国”为主题，突出专业化、
高端化、市场化、国际化等特点。

期间将举办专业产品展览交易会、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园林绿化苗木行
业发展历程展、2019“一带一路”造
园技能（昌邑）国际邀请赛、2019北
方林木种苗产业发展论坛、2019中
国园林苗木行业领袖年会（《中国花
卉报》社理事年会）、北方造型苗木
优秀企业擂台赛、鲁北沙龙、北方新
优乡土树种-丝绵木（卫茅属植物）
开发应用研讨会、绿博会专业奖项
评选及颁奖活动、系列文化活动等
11项活动，使绿博会由单纯的苗木
产品产需对接、信息交流向苗木产
品交易及人才培养、技能培训转
变，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

昌邑绿博会目前已成长为当前
国内影响最大、人气最旺、展出效果
最好的园林花木盛会之一，昌邑也
成为江北首屈一指的优质园林绿化
苗木生产区和苗木集散中心、信息

交流中心和技术推广中心。作为全
省重要的园林绿化苗木主产区，昌
邑先后被国家绿委会办公室和国家
林业局批准设立为全国首个“中国
北方绿化苗木基地”和“山东昌邑国
家级苗木交易市场”，今年又通过了

“全国绿化模范市”公示。目前，全市
苗木规模达12万亩，各类园林绿化苗
木存圃量达1 . 7亿株，年产值达16亿
元，拥有乔木类、灌木类、地被类、藤
本类等品种600多个，被认定为山东
省林木种苗转型升级示范区，获批1

处全国林业科普基地、2处省林业科
普基地，1处省经济林示范基地。

本届绿博会采取市场化模式运
作，共吸引来自全国20个省、市、
自治区的600家企业参展，专业观
众超过4万人。仅开幕当天，就签
订购销合同1000多笔，合同交易额
近4亿元。

2019北方（昌邑）绿化苗木博览会、

第二十四届中国园林花木信息交流会开幕

第二届进博会将于

11月5日至10日举办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张

婷）9月20日下午，山东省政府新闻
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
老字号孔府文化行”活动有关情况。

据介绍，9月27日至10月4日，
山东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济宁市人民政府在曲阜孔府共同举
办“老字号孔府文化行”活动。活

动以用儒家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主
题，由老字号及非遗文化展、老字
号儒家文化网上行、老字号掌门人
祭孔大典、老字号融合发展对接会
四部分组成。

本次活动，共有来自山东、北
京、天津、上海等13个省（市）的
50家老字号企业参展，企业产品涉

及纺织服饰、糕点熟食、工艺美
术、轻工日用、农林牧渔、珠宝首
饰、医药保健、调味酿造等多个与
老百姓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

据了解，“老字号孔府文化行”
活动推出了线上线下四大方面活动
内容，与互联网时代接轨，配合主题
活动现场启用VR技术打造“孔府文

化网上行”，与天猫、京东联手共建
网络分会场，联合企业开通网络直
销，联动直播平台网红推荐老字号
品牌、产品等等。通过线上线下的同
步展销，扩大“孔府文化行”活动的
影响力和覆盖面，展示以老字号为
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时俱进走进
现代生活的创新性、创造力。

“老字号孔府文化行”将在9月27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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