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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向胡阳镇当地的农
业公司、农民合作社和生产社会
化服务组织，提出建议，给予指
导。

——— 2020年9月至2021年5月，植
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郑礼带领天敌
与授粉昆虫团队，在合作社的西红
柿大棚里放入一群群熊蜂，让熊蜂
给西红柿授粉，替代人工用植物生
长调节剂点花，西红柿坐果率超过
98%，产量提高10%以上，而且所结
果实周正、汁水饱满、口感好。他
们还在大棚里放置了天敌昆虫丽蚜
小蜂蜂卡，利用羽化出的小蜂防控
重大害虫粉虱。应用天敌昆虫防控
虫害，减少了90%以上的化学杀虫
剂使用量，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这样生产的西红柿，每公斤卖
12-16元，而普通西红柿只卖2元左
右。

——— 2020年11月，农产品加工
与营养研究所与有关单位合作，建
立了费县特色农产品加工示范基
地，研究西红柿萃取物提取、研发

功能性食品。本来加工用的西红柿
果实，在市场上很便宜，每公斤只
售1-2元，而从中提取20克萃取物，
再制成压片、口服液，身价倍增，
卖到30-50元。

——— 蔬菜研究所筛选西红柿新
品种，在当地示范推广。

胡阳镇养马庄村村民王明华家
的10个西红柿大棚，用上了熊蜂授
粉和丽蚜小蜂治虫技术。“不仅西
红柿品质提升，还节省了人工。”
他说，仅用熊蜂授粉一项，1年就
节约1万元左右。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若干。
在整体打造产业链时，山东省

农科院有一个创新：即实行“链长
制”，按照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通
过学科和团队建设改革，整合全院
相关科研资源，形成大团队，一个
大团队对应一个产业链，由相关研
究所的所长担任链长，聚焦产业
“卡脖子”问题，组织实施攻关创
新。其目的是，为产业链提供一条
龙、一体化、一盘棋解决方案，打

造优势明显、影响力大的“链主”
企业、拳头产品，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

如此，不局限于单个品种推
广、单项技术落地；不再个人单
打，而是实施兵团作战，“战果”
自然更加丰硕。一年来，在3个示
范县（市），打造了招远市大户庄
园林果生产销售、郓城县侯咽集粮
食生产加工销售等20多个产业链。

变化之三：

由一人一所管理

到整体保障服务

原来的科研管理和服务系统，
是针对一个人、一个研究所的。从
2020年6月“三个突破”工作动员部
署大会之后，山东省农科院陆续制
定出台文件，形成了一个整体保障
机制和服务系统。

——— 成立“三个突破”指挥
部。山东省农科院党委书记、院长
担任指挥长；分管副院长担任常务

副指挥长；另有副指挥长、成员若
干名。成立招远、费县、郓城3个
示范县（市）工作组。

——— 制定出台规章制度。如，
《关于在我省东中西部建设乡村振
兴 科 技 支 撑 型 齐 鲁 样 板示范 县
（市）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三
个突破”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赴乡村振
兴 科 技 支 撑 型 齐 鲁 样 板示范 县
（市）挂职管理办法》《“三个突
破”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细
化了工作保障措施、挂职人员待遇
以及考核办法，以实物工作量为评
价标准，建立“三个突破”量化考
核评价体系，确定了“三个突破”
工作组、各部门、各单位、产业链
链长和挂职人员工作量化考核指
标，并规定考核结果作为晋升职
称、评选先进的依据之一。还出台
了《“三个突破”工作督查制度》
《“三个突破”工作问责制度》
《关于“三个突破”示范县（市）
挂职人员工作纪律十条规定》等规

章制度，对挂职人员有关工作和生
活行为作了约束。

——— 加大时间精力投入。山东
省农科院党委书记、院长统筹“三
个突破”全局工作；三位分管副院
长每人负责1个示范县（市），每
个月至少要有7天时间，在示范县
（市）蹲点；所长、处长、团队首
席、产业链链长，每个月至少要有
10天时间，在示范县（市）蹲点；
挂职科研人员中有41人为全脱产挂
职，非脱产挂职人员每年累计至少
要有60天时间，在示范县（市）蹲
点。

在政策引导鼓励和后勤保障支
持下，全院科研人员参与打造乡村
振兴科技支撑型样板的积极性空前
高涨。一年来，有近3000人次走进3

个示范县（市），开展技术服务，
举办培训会、观摩会。他们陆续推
广了果茶避雨种植模式等260余项新
技术；先后引进示范种植济麦44等
300余个优良新品种；引入避障割草
机等农机新装备十余套。

8月18日5点，闹钟准时响起，
王康文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用凉
水抹了把脸，就上网查看信息。
“今天的中高风险区只剩119个了，
涉及存在中高风险区的地级市1 6

个 ， 包 括 8 个 省 份 和 一 个 直 辖
市。”王康文迅速把这些信息标注
在地图上。

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之
一。王康文是沂南县张庄镇疫情防
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今年28岁，
从2020年初，他一直战斗在防疫一
线。

一张自制的“疫情风险区地
图”，是王康文给很多村民制定回
乡路线的“法宝”。8月12日，有村
民想从重庆回家。王康文告诉他，
走陆路，湖北、河南、江苏都是途
经地，只要经过中高风险区，就需
要居家隔离14天，所以，走陆路不
如坐飞机。

这位村民执意要自驾回家，王
康文便根据他的“地图”，给这位
村民“定制”了回乡线路：绕道山
西、陕西、河北，然后再回山东。

“大多数人都是回乡有事，与其在
家隔离上十天半月，不如绕个远，
也就多出个一天半天。”王康文
说。

这样的规划，王康文不记得做
了多少次。他只记得从7月初疫苗
大规模接种开始，已经40多天没回
家了。

“ 请 戴 好 口 罩 ， 有 序 排
队……”5点30分，他准时来到镇卫
生院新冠疫苗接种点。虽然8点才
开始接种，但接种点里已有人在排
队，王康文立刻开始发号，引导前
来接种的人流。

维持秩序之余，王康文见缝插针
和村民们聊会儿接种疫苗的好处。他
说，主动来打疫苗的，大多是在外上
班、经商的，这些人见多识广、思想
开明，他们回家、回村现身说法，比
干部进村动员效果更好。

下午2点，王康文送走了最后
一名村民，这时他的嗓子已经有些
哑了。这是他做防疫工作一年多的
“后遗症”。除了要不停地和村民
沟通，县里还经常推送疫情协查信

息，最多时他一天打了100多个摸排
电话。

“现在比前一阵轻松多了，之
前有的村民晚上 8点之后才赶过
来，我们也都给予了接种。大家常
常忙到晚上9点半以后才下班。”
王康文说。

不过，下班的是别人，王康文
的工作还在继续：统计当天接种人
数，梳理全镇56个村的接种进度，
制作成表格，上传到防疫群里……
做完这些，还要打印第二天的排队
顺序号。最多时，他一星期用了两

个硒鼓、3000多张纸。
很快，车子进了小河村。村里

有一名从重庆回来途经风险区的村
民，正在居家隔离。“全镇居家隔
离的村民最多时有20多人，现在只
剩下7人了。”王康文说。

这些人的精神、身体等状况，
事无巨细，王康文都要关注。8月14

日下午，和庄村一名村民打电话给
王康文，说孩子发烧39 . 5℃。王康
文心中陡地一紧，因为这名村民是
8月初带着两个孩子从烟台回来
的，正在居家隔离。“如果接到镇

卫生院治疗，此时有200多人在那里
接种，这个孩子一旦有问题，影响
面会很大。”王康文一边安抚六神
无主的大人和孩子，一边和县里联
系，最后决定由县医院派救护车，
把孩子拉到县发热门诊诊治。

好在虚惊一场，孩子核酸检测
结果呈阴性。王康文心里的石头才
落了地。

近4个多月里，进村入户宣传
是王康文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其
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记得
有一次去四山子村宣传防疫接种，
上山时还阳光灿烂，进村民家不
久，就大雨滂沱。回程时，山路上
的泥埋到小腿，脚好不容易拔出
来，鞋子却还在泥里。

中途接到南沿汶村村民李先果
的电话，这位7 2岁的老人腿脚不
便，却积极申请打疫苗。于是，王
康文绕路把老人接到了接种中心。
“防疫宣传单上印的是小伙子的手
机号，俺们有事就直接打他的电
话。”李先果说。

有付出就有收获。张庄镇18岁
以上常住人口的疫苗接种率已达到
92 . 5%。别小看这个数字，里面包含
着王康文的几多甘苦，几多不易。

“不论有多大困难，只想把张
庄镇的防疫屏障建得再厚实些。”
王康文说。

沂南县张庄镇疫情防控办工作人员王康文———

“只想把防疫屏障建得再厚实些”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尹君 聂子超

王康文（左一）上门巡查村民居家隔离的情况。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唐
峰)8月24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
闻发布会，对近日印发的《山东省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进
行解读。《规划》明确了“十四
五”时期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等，科学规划部署了1 0项重点任
务，其中加快碳达峰进程、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工作被放在突出位置。

山东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以减污降碳为总抓手，统筹污
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
化，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绘就绿水
青山齐鲁画卷，为新时代现代化强
省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到2025年，
实现生态建设走在前列，生产生活
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
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系统稳定性
明显增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规划》确定了环境治理、应对气
候变化、环境风险防控、生态保护
等4大类23项主要指标。同时，在
重点工作任务中还设置了50多项具
体工作指标。

《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
期生态环境保护的10项重点任务。
一是实施新一轮“四减四增”行
动，发展壮大生态环保产业，加快
推动绿色发展。二是制定碳排放达
峰行动方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加快推进碳达峰进程。三是协同控

制细颗粒物和臭氧，强化重污染天
气应对和区域协作，改善环境空气
质量。四是强化三水(水资源、水
生态、水环境)统筹，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加强南四
湖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提升水生
态环境。五是坚持陆海统筹，开展
“美丽海湾”建设，改善海洋生态
环境。六是持续推进土壤污染防治
攻坚行动，加强土壤、地下水和农
村环境保护。七是加强生态保护修
复与监管，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八是
强化危险废物环境风险管控，加强
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严守生态环境
底线。九是加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建设，构建大环保格局，提升生态
环境治理效能。十是开展生态环保
全民行动，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
式。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王
星)8月25日，记者从山东省水文中
心了解到，受气旋影响，我省南部
及东南沿海发生强降雨过程，主要
集中在枣庄、济宁、菏泽大部，临
沂南部，青岛、烟台、日照、威海
的南部沿海。受降水影响，沂沭
河、南四湖等流域主要河道出现明
显涨水过程，两座中型水库及南四
湖先后超过汛限水位。

据统计，自8月22日14时至24日
8时，全省平均降水量22 . 6毫米。各
市平均降水量为：枣庄64 . 6毫米、
菏泽57 . 3毫米、日照53 . 5毫米、临
沂41 . 2毫米、青岛37 . 2毫米、济宁
37 . 1毫米、威海31 . 0毫米、泰安20 . 4

毫米、烟台9 . 1毫米、潍坊8 . 5毫
米、淄博4 . 9毫米、德州3 . 1毫米、
济南2 . 9毫米、东营2 . 4毫米、滨州
2 . 3毫米、聊城1 . 4毫米。平均降水
量超过 5 0毫米的县 (市、区 )有 2 3

个，前三位的是：临沂郯城108 . 5毫
米、枣庄台儿庄区106 . 5毫米、青岛
崂山区97 . 9毫米。点降水量前三位
的水文站是：青岛崂山区蔚竹庵
268 . 0毫米、青岛崂山区崂顶195 . 5毫
米、青岛崂山区北九水186 . 5毫米。

当前全省河道湖库水情平稳可
控。截至8月25日6时，全省大中型
水库、南四湖、东平湖总蓄水量
71 . 86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多蓄
18 . 24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少蓄
6 . 62亿立方米。其中：大中型水库
蓄水量48 . 01亿立方米，南四湖蓄水
量19 . 77亿立方米，东平湖蓄水量
4 . 08亿立方米。南四湖上级湖水位
34 . 59米，超汛限水位(34 . 50米)0 . 09

米，下级湖水位32 . 57米，超汛限水
位(32 . 50米)0 . 07米。全省2座中型水
库超汛限，青岛孙家屯水库超限水
深0 . 38米、潍坊石门水库超限水深
0 . 03米。

山东出台“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明确10项环境保护重点任务
我省南部及东南沿海发生强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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