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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为鼓励和引导公
众参与河湖管护的积极性，省水利
厅、省财政厅等七部门8月24日联合
印发《山东省河湖长制社会监督举
报奖励办法（试行）》，鼓励公众对乱
占、乱采、乱堆、乱建、乱排等涉河湖
违法行为等进行监督举报，并根据
经查实的举报问题严重程度给予
200元到1000元不等奖励。

《办法》明确，举报事项包括
6大类 4 4个具体相关事项，含乱
占、乱采、乱堆、乱建、乱排等涉
河湖违法行为，以及人为破坏河
床、堤防、坝体、水闸等，在河湖

管理范围内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
毒污染物的车辆、容器等对水体造
成污染的其他行为。

监督举报奖励实行“一件一
奖”原则，对涉河湖违法行为的
有效举报，按照问题严重程度给
予举报人适当资金奖励。举报问
题一经查实并认定为一般问题
的，奖励举报人200元；举报问题
一经查实并认定为严重问题的，
奖励举报人500元；举报问题一经
查实并认定为重大问题的，奖励
举报人1000元。

（方垒 万少军 刘平平）

编者按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山东的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从2020年6月开
始，山东省农科院集全院之力，在
我省东部的烟台招远、中部的临沂
费 县 、 西 部 的 菏 泽 郓 城 3 个 县
（市），打造整县域乡村振兴科技
支撑型齐鲁样板（简称“三个突
破”），为期三年。至今，一年时
间过去，取得了哪些成效、发生了
哪些变化？记者深入3个县（市）
采访，写成这篇深度报道。

郓城县侯咽集镇张龙庄村东，
有一片绿油油的夏玉米，地头插着
一个个牌子，上面依次写着：鲁单
510、鲁单608……

8月4日下午，程文博士顶着烈
日，站在地头介绍：“这是我们试种
展示的玉米新品种，总共有21个。通
过试种，从中筛选出适合当地推广
种植的高产稳产优质玉米品种。”

一批批科研人员下乡，在庄稼
地里做研究写论文，源于山东省农

科院实施的“三个突破”战略，即
在我省东部的烟台招远、中部的临
沂费县、西部的菏泽郓城 3个县
（市），打造若干个乡村振兴科技
支撑型单体示范样板。

从2020年8月至今，该院选派88

名科研人员到3个县（市）挂职蹲
点，引发了一系列变化。

变化之一：

由“我能干什么”

到“需要我干什么”

程文读博士时，所学专业是分
子生物学，入职山东省农科院玉米
研究所之后，主要围绕玉米品种选
育做分子机理研究，方向专一。他
来到郓城县侯咽集镇，种植户提出
的问题却是五花八门：哪个玉米品
种好？怎么种植？如何防治病虫
害？除了玉米，他们还问小麦。当
地干部关心的则是：如何提高规模
化种植水平？怎样提高附加值、增
加农民收入？

面对需求与供给的差异，程文
及时调整工作方向与范围。以团队
前期工作为基础，在山东省农科院
内部，协调各个团队的科研人员；
对外接洽企业，联系新上粮食烘干
设备，建设面粉加工生产线。

张庆博士也有类似经历。从读
硕士、博士研究生，到2018年入职山
东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做研
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里度
过的。

2020年8月4日，他来到山东郓
城华宝食品有限公司，跟公司董事
长张传锋说：“我主要从事养殖动
物病原菌的分离鉴定、细菌的药物
敏感性试验，还有常见病原菌的噬
菌体防控工作。公司有哪些与此相
关的难题需要解决？”

华宝食品公司是一家集农业种
植、饲料加工、种猪繁育、生猪屠
宰、猪肉储备、冷链物流、连锁经
营于一体的大型农产品企业。

在张传锋看来，张庆所说的问
题固然需要解决，公司亟需破解的

却是其他难题。比如，粪污外运、
生猪出栏与饲料进厂，长期以来合
用一条通道，如何科学分离污道、
净道，做好疫病防控？再如，在
“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怎样实
现健康生猪养殖与健康猪肉供应？

问答双方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上，“我能干什么”与企业“需要
我干什么”相距遥远。听完张传锋
的回答，张庆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作为一名下乡蹲点的科研人
员，企业的需求，就是自己和科研
团队的研究课题。张庆及时调整工
作思路，以畜牧兽医研究所为依
托，和挂职郓城县的其他科研人员
一起，联系专家，攻坚克难，完成
了华宝食品公司生猪养殖场的污
道、净道分离的设计和施工。他们
还联合申报了重大创新项目“整县
域健康猪肉生产的公共卫生关键技
术研发应用”，打算以健康猪肉和
公共卫生为县域生猪安全生产核心
目标，优化饲料和兽药投入，智能
化防控传染病风险，打通农牧堵

点，保障健康猪肉供给。

变化之二：

由单项技术落地

到全产业链打造

把一项项新技术、一个个新品
种，引进3个县（市）示范推广，
使之 “ 落 地 、 扎 根 、 开 花 、 结
果”，固然是山东省农科院“三个
突破”科研人员的日常工作，但他
们更注重的是产业链的整体打造。

位于沂蒙山腹地的费县胡阳镇
空气洁净、水质清醇，土壤有机质
含量丰富。这里出产的胡阳西红柿
果型圆整、大小均匀、粉红透亮、
甜酸适口，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产品。

如何促进当地西红柿产业提档
升级，是摆在当地政府、种植户面
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调研了解到这一情况，山东省
农科院“三个突破”费县工作组协
调组织专家， （下转A2版）

出淄川，沿淄河北上，过百
里，齐国故都临淄就出现在眼前。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2 6 0 0余年
前，百姓在此植桑、种豆、冶金、
制车、纺织、制陶。

齐国的经济到底有多繁荣？
“齐国是当时的冶金业中心、纺

织业中心、制车业中心、制陶业中
心、漆器制造中心、铸镜中心、铸
币中心和手工业科技中心，经济繁
荣，商业发达。”8月12日，在齐文
化博物馆，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文
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姜健对记者介
绍。齐国的缔造者姜太公根据复杂
严峻的立国环境，采用灵活变通的
治国方略，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
利，实行农工商并举的经济方针，
为齐国的富强建立了国本。

拿制陶业来讲，战国时期，临
淄制陶业盛况空前，有十多个乡、
五十多个里从事制陶业，分官窑和
私窑两类，从业者数百人。现在，
人们从临淄出土的数以万计、近千
余种的齐瓦当上面，仍可约略看到
当年临淄制陶业的辉煌。

谈起齐国当年的经济地位，姜
健说，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643年
的齐桓公春秋首霸时期，公元前356

年到公元前284年的战国齐威王时
期、齐宣王时期、齐湣王前期，100

多年间，齐国的综合国力在当时保
持 第 一 ， “ 民 众 殷 富 ， 海 内 称
最”。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综合
国力从未跌出过前三名。

自立国以来，齐国即重视商工

之业。齐桓公时，管仲改革“三其
国伍其鄙”，明确划分“工、商之
乡六，士乡十五”，此时经商者约
占临淄城总人口的14%。战国时期
的临淄，城市规模空前扩大，工商
业高度繁荣，临淄已发展成为当时
的政治中心和商业都会。据文献记
载，临淄城内有许多商品交易的市
场，称为“国之诸市”，最繁华的
区域则是“庄岳之间”。

历史长河中，管仲堪称“春秋
经济改革第一人”。管仲的经济改
革，处处体现着务实、民本、创新
的齐文化特征，为后世的经济学家
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姜健坦言，
齐国发展蒸蒸日上之时，地球上的
许多地区，还处于茹毛饮血时代。

“当时的齐国在重视农业的基
础上发展工商业，农工商并举。”
姜健介绍。距今约一万年左右，齐

地的原始农业就有了萌芽。西周时
期，姜太公封齐建国后，一方面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丝麻纺织、煮盐
等工商业，一方面高度重视农业的
发展。他最早提倡农工商并举，认
为“大农、大工、大商”，是国家经济
的“三宝”，并且把“大农”置于“三
宝”之首，认为农业是国家基础性产

业，应放在工商业之先。
齐国的农民种啥农作物？据姜

健介绍，齐国土地肥沃，百姓主要
种植小米、水稻、大豆、高粱、黄
黏米、大葱等。《管子》一书记载
了大量的农学理论。

“公元前664年，齐桓公北伐山
戎、援救燕国，把河北北部、辽
西、内蒙古中南部的大豆、大葱的良
种引入齐国进行繁育、推广。”姜健
介绍。齐桓公非常重视农作物育种，

《管子·戒》中记载：“北伐山戎，出冬
葱与戎菽，布之天下。”

齐国实行奖励农业人才的基本
国策。《管子·山权数》记载，齐国政
府奖励农业人才的范围很广，包括
精通粮食种植、善养牲畜、精通园
艺、善种瓜果蔬菜、能预测灾情、善
于养蚕六个方面的人才。当时，齐国
政府给这些农业人才黄金一斤或相
当于八石粮食价值的奖品，免去他
们的兵役，还让这些人才有话语权。

临淄区朱台镇境内的高阳故
城 ，是 我 国 第 一 部 农 业 百 科 全
书———《齐民要术》的诞生地。《齐民
要术》的农业思想可归纳为4点：安
民富民；综合天、地、物、人因素；主
张工具、技术的创新，重视土壤、肥
料、良种；提倡生态种植、多种经营。

在临淄齐国故城城垣遗址实地
探访，只见这里保留了齐都临淄城
的古城墙，墙体上的道道夯层清晰
可见。“齐都临淄城是先秦时期历
时长久、规模宏大、人口最多、工
商业最繁荣的都城之一。齐都临淄
城的遗址，就是临淄齐国故城。”
临淄文物局文物保护中心讲解员崔
艺丹介绍说。

齐国故城外，巍巍牛山草木葱
茏，洋洋太公湖碧波如镜。历史的
长河奔流至今，临淄把“尊贤尚
功，奋发有为；通权达变，与时俱
进”的精神基因完美传承了下来。

蹲在庄稼地里写论文，带来了什么
——— 打造乡村振兴科技支撑型齐鲁样板（上）

农村大众报记者 陈建志 见习记者 王萌

齐农工商盛世运
千年瓦当传到今

执笔/农村大众报记者 刘真真 见习记者 孙甲

齐文化博物馆展出的各种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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