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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今年‘玩’上一年，也比硬
上蛋鸡养殖项目强。”缓缓吐出一口
烟，弹了弹烟灰，郑金中颇有信心地
说。

信心从哪里来？“这东西，就跟闻
味一样，能感觉出哪里不对劲。”郑金
中笑了笑，又详细解释说：“分析存栏
量、看市场价格、与同行交流，一综
合，就知道今年不适合上，如果勉强
上，最多也就保本。”

的确，2017年的鸡蛋价格总体偏
低，最低时到了一块八一斤。综合分
析后，郑金中作出了“休棚”的决定。
作为滨城区三河湖镇河南郑村金中
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金中
这个决定得到了10户会员的积极响
应。目前，合作社只存栏4万只肉鸡、
500头猪。

2017 年 12 月 28 日，记者来到养

殖户郑新立的肉鸡养殖大棚。“味道
可能有点冲，”走在前面的郑金中好
意提醒，没想到一掀开鸡棚的布帘，
味道之强还是让人止步。“他这棚是
人工除粪，三到五天清一次，味道挺
大，我的棚是机械除粪，每天一次，基
本没味。”

前些年，郑金中倒是一点臭味都
不用闻。1981年出生的他，1999年从
泰安农校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当时
包分配，郑金中被分到堡集镇兽医
站，第二年他应聘到滨州畜牧兽医研
究院工作。

“通常情况下，在那里干到现在，
也是中层了。”郑金中笑笑说。没想
到，2003年的一场“非典”让畜禽业备
受打击。从那年开始，他却选择辞职
单干。

“在惠民开过兽医门诊，又在无

棣与人合伙开办了饲料厂”，郑金中
说，“饲料厂开了七年，我挣了300多
万元。”这个巨额数字，与这个穿着普
通、住在平房的精瘦汉子，怎么也不
太搭调。

其实，就在2007年，郑金中就租
赁了村里的4亩地，建成了养鸡场，让
媳妇养了3000只鸡。2011年，饲料厂
倒闭之后，郑金中回到村里，把养殖
场的规模扩大到存栏 1 万只蛋鸡、3
万只肉鸡。

毕竟是行家里手，郑金中养鸡发
了家，每年收入30多万元，村里人开
始眼红。2008 年到 2013 年，10 户村
民陆续上了养鸡棚。

对于这些村民，郑金中有求必
应，从鸡棚建设到日常管理，随叫随
到。“养鸡必须形成规模，才能得到大
订单。”郑金中说。2013年，他又挑头

成立了金中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的成立让养殖户不再各

自为战，直接从厂家进料，每吨便宜
400元左右，质量还可靠；统一购进鸡
苗和仔猪，确保了品种纯正；合作社
与市区的超市、学校签订供货合同，
让养殖户不用担心销售；郑金中市场
嗅觉灵敏，风险也降到了最低。

不仅如此，养殖户还都用上了郑
金中的“养鸡绝招”：40—60天喂一次
中药，包括大青叶、板蓝根等，除了防
疫，从来不打针。

今年50岁郑树敏，2008年前与老
伴在外打工，辛苦一年也就挣个万儿
八千。2008年他开始养鸡，当年就挣
了两万元，现在每年纯收入7万多元，
在10个养殖户里面算是中游。

“明年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进设
备，把鸡粪处理后直接卖给种植合作
社。”郑金中说。咋样才算处理好？
他很羡慕济南的一个养殖场：对鸡粪
进行加温、压缩，再加入益生素，鸡粪
就变成有机肥，压缩出的废水经过再
处理，基本无害，可供鱼生存24个小
时。

“现在愁的就是没有地，要是有
地，我就建一处存栏10万只鸡的养殖
场。”郑金中猛吸一口烟，望了望远处。

郑金中养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炜 通讯员 胡德民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员
陈振 马瑶 报道）连日来，在邹平县黛
溪街道西水东调沿线一派忙碌景象，
各种大型机械正在对沿岸违法建筑进
行拆除。“我们出动大型车辆 4 辆，人
员 100 余人次，对河道内违章建筑进
行了清理整顿，截至目前共清理违章
建筑4处，清理非法活动2处。”黛溪街
道水利站站长成士海说。

自“清河行动”全面开展以来，黛
溪街道集中力量攻坚，努力打造“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环境。
为进一步查处破坏河湖水域岸线的

“乱占乱建、乱围乱堵、乱采乱挖、乱倒
乱排”等“八乱”行为，黛溪街道根据河
湖名录及问题排查表，制定出详细的

“清河行动”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
以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制止和
惩处破坏堤防的违法活动。行动开展
以来，共清除违法建筑 13 处，违法活
动 5 处，“清河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

黛溪实施“清河行动”
整治“八乱”行为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员闫
亮亮 报道）2017年12月20日上午9时，
在滨城区市西街道彩虹湖社区德坤华府
服务站内，60多岁的杨兴田正忙着修理
服务站内的台球桌。“退休后我也发挥余
热，为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像杨兴田一样，李林珍自发清理小区
的小广告，李经磊免费教授计算机知识；

“和事佬”朱松林帮助居民调处矛盾……
这些好人好事的不断涌现，得益于

彩虹湖社区探索推进的居住小区共管共
享生活共同体模式，即以社区党建为引
领、以居民自治为方向、以服务群众为目
的，探索共管共享的社区生活共同体。

2017年12月20日，在彩虹湖社区
指导下，中兴绿都业主委员会和小区物
业商讨了小区安装云柜、中心花园桌椅
维修和保护、规范小区门禁等多项与居
民息息相关的措施。

目前，彩虹湖社区辖区的新立小
区、春晖都市花园、渤海花园业主委员
会已经成立。同时，彩虹湖社区探索
成立和谐睦邻益家亲志愿服务队。
2017年12月19日晚，彩虹湖社区邀请
德坤华府小区业主们，在市西街道党
工委组织委员宿杨的指导下，成功举
办了睦邻志愿服务站筹备会，为志愿
者服务队的正式成立打下了基础。

彩虹湖社区打造
共管共享社区生活共同体

走进新时代
县区新故事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
员 李新庄 高吉乐 报道）自召开村和
城市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动员
会以来，滨城区梁才街道精心谋划，
科学配置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稳
步推进换届选举各项工作。截至目
前，街道已有宋庙、谷家、北程、宋滩
等12个村居完成支部换届选举，成立
了选举委员会。

梁才街道创新工作思路坚持“四
个突出”，保证此次换届选举工作顺
利推进。

突出组织领导，确保换届工作党
的领导到位。街道把加强党的领导贯
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充分发挥党
的思想优势、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牢
牢掌握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确保
换届选举工作健康平稳有序进行。坚
持“书记负总责”，夯实工作责任。各
社区党总支充分发挥“一线指挥部”作
用，统筹力量，全力推进。各社区党总
支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
把换届选举作为当前基层组织建设的
头等大事来抓。全面落实街道领导班
子成员包保责任制，各社区包保责任

人扑下身子、靠在一线抓落实，带头包
保选情最复杂、换届选举难度最大的
村，积极防范、稳妥处置各类突发事
件。充分发挥好驻村“第一书记”的作
用，把换届选举工作纳入基层党建述
考核重要内容，真正形成党工委统一
领导、部门协作、工作联动、程序联接
的领导机制和工作运行机制。

突出舆论引导，确保换届工作舆
论宣传到位。营造良好换届环境。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

传为主，大张旗鼓地宣传换届选举工
作，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宣传报道
换届选举工作，及时消除一些党员群
众的模糊认识，传递出正能量。

突出督查指导，确保换届工作依
法依规进行。梁才街道成立专门督
导组，实现各社区督导全覆盖。街道
也同时向村和社区派驻指导组，选派
驻村指导员，加强督导指导，推动工
作落实。各督导组坚持原则、真督实
导、敢于较真，深入村和社区，沉到选

举现场，了解真实情况，对存在问题
的要严肃指出、责令整改。对问题整
改不重视、不及时、不到位的，严格按
照规定追责问责。

突出民主倡导，确保换届工作居
民参选到位。为确保换届选举工作
经得起群众检验，确保换届选举期间
经济社会持续和谐稳定，梁才街道充
分发扬民主,全程依法依规操作，确保
每个环节、每项工作都严格依法、规
范操作，经得起群众和历史的检验。

梁才街道12个村居完成支部换届选举

撞钟祈福，喜迎元旦。2018 年 1
月 1 日，邹平县青阳镇醴泉寺风景区
举办了元旦撞钟祈福活动。山色如
黛，晨光微露。随着厚重的山门开启，
一大早从附近村庄赶过来的村民陆续
进入寺院钟楼，怀着期待和憧憬的心

情敲响了喜迎新年的钟声。活动中，
来自醴泉书法协会的书法爱好者即兴
挥毫泼墨，书写“福”字，博得了群众喝
彩。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张宗
帅 王振 摄影）

（上接第一版）“准确掌握所承担
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包括采取的措
施、取得的成效、进展速度等，及时总
结经验、分析不足，形成进展情况图，
将工作过程完全呈现出来。”县委、县
政府督查局局长路新宇说，“再根据
对过程的动态考核和分析研判的结
果，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措施，预测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对在考核中发现
的苗头性问题，采取培训教育、警示
提醒、诫勉谈话等措施，从而实现了
督查、考核、促进同步进行。”与此同
时，该县还探索建立大督查工作机
制，凝聚人大、政协、纪检检察等各方

面监督合力，运用联席会议、巡回督
导、挂牌督办等有效方式，促进了各
项工作的高效落实。

目前，该县县委办公室正在探索
实施“微改革 微创新”项目化管理模
式，由县委办公室党支部和县委改革
办牵头，各局、办、科、室具体负责实
施，主要包括项目实施、总结、提报、
评比等环节。以此培育和推出一批

“服务领先、彰显特色、切实可行、卓
有成效”的精品项目，推广一批工作
创新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将改革和
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战斗力。

为激发全县党员干部的干事创

业热情，阳信县大力倡树“以发展论
英雄，凭实绩用干部”的用人导向，突
出“20字”好干部标准，着力把勇于担
当、冲锋陷阵、敢于亮剑、无私奉献的
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先后对61名干
部进行了提拔重用，充实到项目建
设、招商引资、拆迁治违、脱贫攻坚等
一线岗位，真正让有作为的人有位
子、能干事的人有舞台。认真落实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办法》
和《建立容错免责机制激励干部干事
创业实施办法》，增强正向激励的引
导作用，真正让崇尚实干成为阳信的
主旋律。

保障事业健康发展，关键在全面
从严治党。阳信县按照上级决策部
署，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深入开
展“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通过聘请
社会监督员等多种方式，强化对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执行落实和“庸懒散”
问题的监督检查，坚决防止“四风”问
题反弹回潮。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有
案必查、有腐必反，充分运用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强化县级巡察，认真
落实廉政谈话制度，及时纠正各种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全力营造了良好
的政治生态。

“项目化”激发干事创业正能量

醴泉寺风景区
举办迎元旦撞钟祈福活动

开栏的话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讲
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这是对新闻宣传工作的

新要求。我市各县区普通人身上
发生的个性化的变化与经历，折射
的正是时代进步、社会发展。为
此，本报即日起推出《走进新时代
县区新故事》栏目，力求以人说事、
以小见大。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马庆国 报道）2017年12月25日上
午，随着沾化区下河乡西张村党支部
换届工作结束，该乡村级党组织换届
工作顺利完成。

据了解，下河乡共有27个村级党

支部，截至换届前共有农村党员 705
人。为做好此次村“两委”换届工作，
下河乡切实加强换届纪律宣传教育，
严厉打击违法违纪行为，积极稳妥化
解矛盾问题，营造良好的换届选举环
境。

此次换届中，各村党员参选积极
性空前高涨，一批年富力强、群众威
望高的村级党组织带头人脱颖而
出。其中，该乡刁家村1990出生的女
党员王娟娟以高票当选该村党支部
书记。

下河乡顺利完成村级党组织换届

一名“90后”女党员高票当选村支书

1 月 1 日，新年第一
天，“西纸坊·黄河古村”杯
新年跑活动在滨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西纸坊黄河古村
举行。活动吸引了众多游
客和周边村民参加，人们
用健身跑的方式迎接2018
新年的到来。（滨州日报/
滨州网记者 田军 通讯员
赵清华 摄影）

迈开大步
跑进2018

1月2日起，滨城区法院
审判庭搬至创业商务中心

因工作需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
法院审判庭及派出的杜店法庭、滨北
法庭自 2018 年 1 月 2 日起搬迁至滨
城区创业大厦东侧，创业花园的西侧
（渤海四路以西，黄河十六路以北）新
址办公，立案、审判、执行、申诉信访
工作均在新址办理。

因搬迁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
鉴谅！

联 系 电 话 ： 0543—8109666
3361608

特此公告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29日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董富俊 报道）2017 年 12 月 28 日，
山东省林业厅在济南举行“齐鲁放心
果品”品牌新闻发布会，邹平“黄河蜜
梨”喜获“齐鲁放心果品”称号。

据了解，“黄河蜜梨”是山东上壬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优质梨
产品。公司于2012年5月引进优质日
韩系大型果梨品种，建立高标准示范
园700亩，栽植梨树10余万株，梨园采

用现代化高密植、网架式、省力化栽培
模式，全园采用配方施肥增有机、绿色
高效防病虫、疏果套袋提质量等一系
列优质生产技术，不断提高标准化生
产水平，不断提升产品质量，确保每一
个梨果都是放心果、营养果、美丽果。
经过数年精心栽培，公司生产的“黄河
蜜梨”果大丰满、圆润金黄、肉质细嫩、
甘甜多汁，耐贮存，广受市场欢迎。

邹平“黄河蜜梨”
获评“齐鲁放心果品”

滨城区滨北街道针对贫困村居水
利基础设施“短板”和制约经济社会发
展的其他水利限制因素，以小型水利
工程建设为支点，撬动攻坚扶贫大文
章，全力推进水利精准扶贫工作取得
新进展。

目前，滨北街道投资 58 万元，在
周家坊、周王庄 2 个贫困村实施高效
节水灌溉工程，建成1300亩节水灌溉
农田，铺设管线8500米，架设电线2.7
公里，预计近期完工。（滨州日报/滨州
网通讯员 冯志强 摄影）

滨北补水利设施“短板”
促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