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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混肥产业三分天下有其一，
柳编产业四分天下有其一，脱水蔬
菜产业三分天下有其一……

中国钻石之乡、柳编之都、国
家级出口柳编质量安全示范区、国
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国科技进步先
进县……

这样的成绩单放在任何一县，
都足以令人刮目。对创下这样成绩
的临沭县来说，这只是高质量发展
新起点。

近年来，临沭县加快落实新旧
动能转换、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呈现出崭新面貌，一张高质
量发展的画卷正在临沭大地渐次铺
展。

新旧动能转换劲头足

一排排玻璃培养瓶整齐地排
列，瓶内绿油油的蝴蝶兰苗，生机
勃勃。这里是山东省洪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的组培车间，也是一座兰
花苗繁育的“绿色工厂”。

万物土中生。传统的农业生
产，受土壤、天气等多种外在因素
影响，同时，劳动强度高，市场风
险大，收益却很低。植物组织培养
技术（简称“组培”）让花卉育苗
告别了土壤，走向工厂化、标准
化。

把组培这项“高大上”技术带
到临沭的人叫张洪东。他从国家某
部委辞职之后，把“创业首秀”地
选在了临沭县临沭街道。去年初，
他建设的组培车间正式投产。

组培技术，通俗地讲就是在无
菌环境下，将植物的花梗、根尖等
组织培养成新的植株。利用这项技
术，不仅能快速繁育植株，还能避
免新培育的幼苗感染母体携带的病
毒，可以提升花卉品质。

据洪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沈海涛介绍，目前公司拥有63张
无菌操作台，2000平方米的组培育
苗室，2500平方米的炼苗车间，1万
平方米的成品花生产温室。“最关
键的是公司掌握了组培的全套300

多项关键技术。”
“正在培育的蝴蝶兰和大花蕙

兰苗有 2 6 0万株，全部是订单销
售。2年内，公司年产能争取达到
6 0 0 万 株 ， 5 年 内 达 到 年 产 千 万
株。”沈海涛说。

洪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在的

临沭县临沭街道城南标准化生产基
地，正成为临沭县打造现代农业新
标杆。这个基地建在旧村复垦土地
上，占地面积2万亩，总投资2 . 1亿
元。先后建成了陆合家庭农场、以
采摘为主的桃园现代农业示范园，
史丹利农业科技示范园，以鲜切花
为主的玉来香温室花卉产业园，以
兰花组培洪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多个现代农业示范园。

经过几十年发展，临沭形成了
化肥化工、高端装备制造、食品加
工等一批优势产业，培育了金正
大、史丹利、常林、金沂蒙、沂蒙
老区、金正阳等一批骨干企业。

近年来，多个新兴特色产业也
走在了同行业前列。

位于临沭县郑山街道的金宝诚
精密特种合金钢管项目，主打超
细、超长、超厚、超薄高端精密特
种合金钢管产品，相关产品填补了
省内12米以上精密毛细钢管产品的
空白。“我们的钢管能够承受各种
复杂变形，可应用于船舶舰艇、输
油输气、高铁地铁、隧道桥梁、仪
器仪表等重大工程和高新精尖设
备。”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几年时间，山田研磨材料有限
公司，由一家产品单一的小企业，
快速成长为拥有金刚线、碳化硅陶
瓷两条主导产业链，产品远销日
本、中东等国家和地区。贴满整墙
的科研平台示意图和数十位院士
“智囊团”是其崛起的答案。“我
们将继续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引进
培养，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用新动
能引领新发展，实现国内领先向国
际领先的提升。”公司董事长龚志
刚说。

高技能人才是工业发展的基
础。位于临沭县的临沂市工业学
校，建校37年来，向社会输送合格
毕业生4 . 9万人，短期培训17 . 6万
人。2008年以来，已有18名师生在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奖，
119名师生在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中获奖。2018年，该校3名学生
在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数控
综合加工技术项目中喜获金牌，实
现了山东省该项目国赛金牌零的突
破。

在传统的制造业之外，临沭县
依托借助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项
目，促进了文创、智能等新型产业
的快速发展。

传统的水粉颜料，使用时需要

手动倒入颜料盒，比较繁琐，还容
易串色。新型果冻颜料只要解开覆
膜就可以使用。研发这款“小清
新”文创产品的，正是入住临沭众
创空间科技孵化器项目的米娅文化
用品有限公司。

位于临沭经济开发区的众创空
间科技孵化器项目，采取“创新与
创业、线上与线下、孵化与投资”
相结合的模式，为创业企业、科研
人员、大学生和“草根”群众搭建
起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开放
式综合服务平台。借助孵化器项目
提供的金融服务，米娅文化用品有
限公司快速成长为国内美术用品行
业的“榜眼”。目前，公司年产墙
绘材料、炫彩棒、油画棒、彩铅、
果冻颜料等文化用品1000万套。

乡村振兴产业旺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
近年来，临沭传统农业正在不断做
大做强，产业链不断延伸，随之而
来的是附加值的提升。

临沭县店头镇的山东金灏田园
综合体的肉鸡养殖区，39栋高标准
鸡舍，1年可出栏肉鸡1000万羽，产
值3 . 4亿元。鸡舍周边，还规划了
果蔬采摘、花木种植区等不同功能
区。

“一个1600平方米的鸡舍，利
用3层笼养，一批可以养殖4万羽
鸡。”田园综合体生产经理夏作民
说。“我们采用几乎全部是智能化设
备，按一下按钮，就能自动上料、加
水、控温、通风、刮粪。这样一个人可
以轻松管理一个鸡舍。”

金灏田园综合体占地830亩，
养殖区为120亩，另外710亩为种植
区和有机肥生产基地。“通过种养
结合，既解决了养殖粪污处理难
题，又节约了肥料成本。借助休闲
采 摘 项 目 ， 提 高 了 种 植 业 的收
益。”

“农闲时节，村民们在家通过
做柳编产品，每人附带多收入一千
元多块钱。”说到村里的柳编，临
沭县曹庄镇朱村89岁高龄的“老支
前”王克昌说。

柳编作为临沭的传统产业，近
年来，产业链也在不断延伸。朱村
以“临沭杞柳”“红色朱村”为品
牌，按照“农业+文化+旅游”三位

一体发展理念，建设朱村柳韵田园
综合体。目前，已发展杞柳种植
1500亩，建成1 . 5万平方米柳编展
厅。9月底10月初举办了第六届中
国(临沭)柳编旅游文化产业博览会
上，7天时间吸引游客4万余人，带
动消费600余万元。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青
壮年劳动力不断减少，“谁来种
地，如何种地”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临沭县金丰公社应运而生，为
农民提供“种、管、收、售”全过程服
务。今年9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20

个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
金丰公社成功入选。

“玉米每亩只要429元，就可
以享受到全程托管服务。从种到
收， 农 户 完 全 可 以 做 ‘ 甩手掌
柜’。与原先分散种植相比，成本
降低了，产量和收入都能提高不
少。”临沭县郑山街道徐埠前村金
丰公社负责人朱崇瑞说。今年村里
200多亩地交给金丰公社托管。

金丰公社由临沭县龙头企业金
正大集团发起并控股，世界银行、
华夏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投资
设立，是中国首家现代农业服务平
台，主要解决了当前阻碍农业发展
的 6大问题：一是农民“不愿种
地、种不动地”的问题。金丰公社
提供从种植到销售的全程托管服
务，让“种地”不再辛苦；二是
“土地分散、小农经营”的问题。
在土地权属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托
管服务，农民放心地把土地交给金
丰公社，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三
是“生产成本高、农业效益低”的
问题。通过统一采购种子、化肥、
农药等农资，实施机械化、智能化
作业，种植成本下降12%、粮食增
收10%、综合收益提升20%；四是
“质量保障难、产品销售难”的问
题。金丰公社推广订单农业，创建
自有品牌，实现生产有标准、销售
有品牌、安全有保障；五是“农业
投入品滥用、面源污染严重”的问
题；六是“村组织直接参与规模经
营风险大、村集体收入不稳定”问
题。

绿色发展家园美

走进金灏田园综合体的肉鸡养
殖区，几乎闻不到一点臭味。原因

就是养殖区配套建设了先进的污水
处理和有机肥深加工设备。通过发
酵处理后的粪污，变成有机肥投入
到农业生产中，最终形成了粪污的
零排放和全消纳，从而打造出种养
结合、农牧循环、资源高效利用的
循环农业格局。

在金宝诚精密特种合金钢管项
目生产中，各种尾料可实现完全循
环利用，废水达标排放、固废零排
放，单位能耗降低了11 . 2%。

针对生活垃圾处理难题，临沭
县通过引入光大国际环保能源发电
项目，将全县所有生活垃圾集中焚
烧处理发电，实现了城乡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光大国际临沭环保能源发电项
目的主厂房，是一个融合了办公
区、展示区、焚烧区、能源转换于
一体的独栋建筑。走进其中，不仅
没有烟尘和异味，而且充满了科技
感和时尚感。参观者通过电子屏、
展板等，可以了解到各种垃圾分类
和垃圾处理知识。

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
废水经过处理后，达到国际排放标
准。飞灰、炉渣等通过被送往指定
垃圾场填埋。“发电厂日处理生活
垃圾能力达到500吨，年可处理垃
圾18 . 25万吨、发电6000万度。”临
沭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志军说。

驱车走在郑山街道的路上，整
洁宽阔的马路，整齐的垃圾桶，统
一的白色院墙，丰富多彩的墙体彩
绘无一不展示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成
果。近年来，通过环卫城乡一体化
建设，临沭县从根本上治理农村脏
乱差的现状，明显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

目前，临沭县构建起县级办公
室、镇街环卫所、村居监督员“三
位一体”的环卫管理网络。全县9

个镇街配备管理员90名，垃圾清运
工作人员120名，保洁员1500名，塑
料垃圾桶2 . 5万个，各类垃圾运输
车46辆，确保垃圾集中收集、及时
清运。

临沭县还率先在临沂市探索实
施了环卫一体化全覆盖托管试点和
环卫保洁市场化托管全覆盖，构建
了城乡环卫“全方位覆盖、无缝隙
对接、市场化运作、一体化管理”
新格局。

临沭，高质量发展“新”中有“术”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通讯员 文平 陈秀焘

临沭县临沭街道城南标准化生产基地，正成为临沭县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借助美丽乡村建设，临沭县的农村“颜值”不断提升。图为临
沭县郑山街道徐埠前村的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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