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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郭玉栋 报道）近日，无棣县车
王镇贾家村的贾先生驾驶新购置
的农用拖拉机，来到该镇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办理农用机械挂牌业
务。在帮办人员的帮助下，不到两
个小时就办完了拖拉机挂牌、驾驶
证期满换证两项业务。贾先生连
连称赞，并向工作人员说道：“你们
推出的农机‘一件事’服务真是太
好了，我一次性就拿到了车牌、行
驶证和新换领的驾驶证，真是为我
省了不少麻烦，真心谢谢你们。”

为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进
一步提升为农服务便利化水平，无
棣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及各镇街行
政审批服务中心，根据春季农业生
产实际情况，重点面向广大农民群
体，创新推出农机“一件事”便民服

务模式，以帮办代办实际行动助力
春季农业生产。

流程再造，进行规范办理。该
局明确职责分工，制定了详细的推
进措施，编制了“一张表单”和“流
程图”，确保农机“一件事”服务顺
利广泛推行。

设置专区，提供全程帮办。为
方便农民群众办理相关涉农业务，
该局在线下设置了“一件事”服务
专窗，并配备专人引导，提供全程
帮办代办服务，让农民群众办事舒
心、放心、顺心。

五项联办，一窗一站服务。在
办好农机“一件事”的基础上，该局
坚持以“党建引领、以民为本、突出
重点、创新机制”的服务理念，为群
众提供五大事项集成办理服务，全
面实现“一站式办理”，包括拖拉机
和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变更登
记、年度检验、检验合格标志核发、
驾驶证核发等多个事项。办事群
众仅需提供身份证、购车发票、合
格证，填写一张表单，便可在工作
人员的帮办代办下，完成多项业务
一次性办理，为办事群众提供了优
质高效的服务体验。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
讯员 牟树涛 报道）近日，惠民县苗
木产业发展座谈会在皂户李镇召
开。皂户李镇苗木协会成员单位
代表、部分苗木销售代表参加会
议。

参会人员结合实际，畅所欲
言，针对当前苗木产业的发展方
向、市场营销、产品种类、政策服务
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
识，理清了发展思路。

下一步，该镇将进一步强化组

织领导，加强对全镇苗木产业发展
的统筹协调和战略谋划，协调解决
苗木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和困难，统筹推动皂户李镇苗木产
业振兴；进一步汇集全国各地特色
树种，建设多品种苗木种植示范基
地，打造皂户李镇苗木交易特色名
片。

与此同时，该镇将持续聚焦多
元化、容器化、园艺化等苗木产业
发展方向，进一步完善苗木网络销
售环节，推动苗木产业数字化发
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 （通
讯员 张海鹰 吴云峰 报道）近日，
无棣海川生态农业种植有限公司与
安徽亳州签订了一笔300万元的中
草药采购订单。由于该公司现有的
种植面积无法实现订单交付，于是
又流转了200亩原有中草药种植土
地进行托管扩种。

“加上服务站协调的这200亩
土地，我们将实现种植面积600余
亩。这样，每年我们有30多万的
费用，按照占地情况发给周边9个
村以及村民，不仅给他们一个兜底
保障，群众还能来这里打工干活，
增加一部分收入。”该公司总经理
商国强说。

今年以来，无棣县通过实施
“联村共富”工程，充分释放组织
动能，实现了乡村振兴的实体化推
进，真正让村集体和村民的“钱袋
子”，成为乡村振兴的“明镜子”。

佘家镇是鲁北地区重要的中药
材种植基地，当地镇江河畔乡村振

兴服务站和9个村集体共同注资，
成立了无棣海川生态农业种植有限
公司，为公司提供托管服务的是当
地中草药种植技术相对成熟的无棣
创圆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样一来，
中草药不仅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
种植，还提高了产量和质量，减少
了管理成本。今年，佘家镇中草药
种植产业综合收益有望提升30%。

佘家镇镇江河畔乡村振兴服务
站站长、联合党委书记刘明辉说：

“这样真正让专业的机构干专业的
事儿，通过公司和乡村振兴服务站
分配种植能避免草药的同类化竞
争，实现统一加工、统一销售，优
化中草药产业布局，有益于中草药
产业高质量发展，擦亮佘家中草药
特色品牌，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
兴。”

在棣丰街道，河沟乡村振兴服
务站周边12个村产业基础相对薄
弱，但都“背靠”无棣工业园区，
服务站便联合各村集体成立了无棣

棣丰劳务有限公司，为当地群众与
周边企业实现供需对接的同时，设
立“微工厂”，鼓起了群众的“钱
袋子”。

“在我们乡村振兴联合党委的
指导下，建立了零工市场，为群众
实现就业服务，群众在等待零工的
同时，到我们社区微工厂干一些手
工活，又增加了一部分收入。”河
沟乡村振兴服务站联合党委书记杜
鹏说。

服务站驻地位于贾店村，家住
这里的郭新翠老人因忙于家务、照
看子女的孩子，不能外出务工。乡
村振兴服务站成立以来，已帮助她
实现了3000元增收。郭新翠高兴
地说：“咱这快60了，一个月也能
挣千数块钱，真挺好。”到目前为
止，无棣棣丰劳务有限公司已办理
劳务派遣300多人，为周边村集体
创收20万元。

据了解，无棣县通过实施“联
村共富”工程，规划建设乡村振兴

服务站70个，先期完成20个试点
建设，同步成立联合党委，注册成
立主营业务涉及种植、工程、劳
务、土地等类型平台公司12家，
将乡村振兴实体化运行推动，真正
实现了办事有机构、议事有组织、
管事有人员，推动基层党组织由

“分散运行”向“融合共进”转
变，让乡村振兴释放新动能。

“实施村党组织‘联村共富’
工程，是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创新实
践。我们通过建设联合党委、乡村
振兴服务站平台公司，推动组织联
建、人才联育、产业联兴、治理联
抓，以党建力量重组治理要素、发
展要素，有效释放了组织动能，变
村庄单打独斗为报团发展，探索出
一条以乡村振兴服务站和平台公司
为牵引，推动强村富民的新路
径。”无棣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张国志表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子
强 通讯员 张现科 报道）3月22日，

“滨州味道·香飘世界”好品推介会
暨“滨州宴品鉴会·济南站”活动在
济南举行。此次活动，由山东省精
品旅游促进会指导，滨州市委宣传
部、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
化和旅游局主办。山东省精品旅游
促进会副会长、滨州市精品旅游促
进会会长、中裕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志军，以《奉献中裕美味 共享
营养健康》为题，向与会嘉宾作了现
场推介。

近年来，作为以小麦加工为核
心的企业，中裕食品有限公司是“滨
州味道”的重要参与者，“中裕味道”
主要呈现出三种“美”，集中展现了

“滨州物产”的独特魅力。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麦浪香

两岸”——中裕味道，天赐之美。黄
河三角洲是天然的“小麦金三角”，
有六大优势特别适合优质小麦的生
长，分别是纬度、温度、湿度、地形、

土壤、水资源。近年来，中裕牢牢立
足黄三角自然资源禀赋，自主繁育
了12个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建立
了270万亩优质小麦订单种植基
地、18个生态养殖基地、5000多亩
蔬菜和杂粮基地、万亩水稻基地，原
生态食材源源不断。其中，生态养
殖基地，应用“综合福利养猪法”，饲
喂纯粮液态蛋白饲料，生猪养殖
400多天、400斤以上才出栏，骨头
硬、肉香浓。挂面和面粉，精选种
植基地当年新鲜优质小麦麦芯精
华，运用国际领先工艺制作而成，
原麦香、零添加。杂粮种植基地，
大豆、芝麻等施用沼渣沼液有机
肥，自有的豆腐坊、香油坊里，大豆
做成豆浆、豆腐，芝麻榨成香油，小
石磨、自然香。万亩水稻基地，沼液
和黄河水一体化灌溉，自产的黄河
大米颗粒饱满，生长慢、味道美。蔬
菜基地，施用沼渣做成的有机肥，采
用高温闷棚、粘虫板、灭虫灯等方式
灭虫，不用一滴农药、不用一粒化

肥、不抹任何催熟剂，原生态、定时
摘。养鸡场里，散养笨鸡吃纯粮食，

“散步”捉虫，下的是绿皮鸡蛋，蛋壳
硬、蛋黄浓。

“年年岁岁身体健，岁岁年年麦
金黄”——中裕味道，健康之美。中
裕自产的挂面、面粉、纯粮年猪肉、
绿色蔬菜、大豆芝麻、黄河大米、林
下鸡蛋，都是无添加、无化肥、无农
药、无催熟的健康产品，真正让消费
者吃起来舒心、放心、安心。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
胜古人”——中裕味道，创新之
美。近年来，中裕食品有限公司与
全球顶尖的江南大学食品学院16
名专家教授合作，成立了研发团
队，研发全新主食、特色小吃、营
养餐等。中裕“卤肉面”入选首批

“齐鲁名吃”，全国首创的膳食纤
维、蛋白肽等功能性食品，引领健
康饮食新潮流。

依托自种自养、自产自加工的
食材，中裕食品2018年正式开展

团餐业务，已经成功运营财政部、
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山东省委宿舍、省人大等机关
餐厅150多家。中裕团餐入选“中
国饭店协会团餐TOP300”“山东
团餐品牌20强”。

在“滨州味道·香飘世界”好
品推介现场，中裕面粉、挂面、纯
粮年猪肉、原生态蔬菜、林下鸡
蛋、黄河大米、熟肉制品、中谷
维、蛋白肽等系列产品集中亮相，
成为全场热度最高的展区。与会嘉
宾纷纷驻足品尝相关产品，并给予
高度评价，50余家单位部门表达
了强烈的合作意向。

在滨州宴品鉴会上，中裕食品
大放异彩：纯粮年猪肉搭配其他食
材做成的“群英会”，劲道香浓；
精肋排做成的珍菌排骨煲，肉质醇
厚，菌香浓郁，汤浓味美；精选中
裕各类面粉做成的锅子饼、纸皮包
子、鲜挂面、小点心等，麦香浓郁，让
人赞不绝口。

中裕系列产品集中亮相“滨州味道·香飘世界”好品推介会

50余家单位部门表达强烈合作意向

无棣规划建设乡村振兴服务站70个
同步成立联合党委，发展特色农业，深入推进“联村共富”工程

皂户李镇扎实推进
苗木产业高效发展

无棣县推出农机“一件事”
提升为农服务便利化水平

3月27日，邹平市韩店镇韩店
村高标准农田里，大型指针式喷灌
机正在对小麦进行喷灌，为粮食稳
产丰收打好基础。

近年来，该镇按照“田地平整
肥沃、水利设施配套”的目标，加大
高效节水灌溉示范片区建设力
度。截至目前，邹平已建成高标准
农田 90.23 万亩，发展高效节水灌
溉 76.78 万亩，覆盖率分别达到
94.87%、80.73%。（滨州日报/滨州网
通讯员 霍广 摄影）

大型指针式喷灌机
麦田春灌“显身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罗
军 通讯员 张宗帅 报道）近年来，邹
平市青阳镇按照“以人为本、因地制
宜、产业强镇、一村一品”的原则，通
过实施“头雁领航”工程，鼓励村党
组织带头人解放思想，充分利用丰
富的山水资源，团结带领村民种植
不同种类的经济作物，努力实现特
色种植“一村一品”，全面推动乡村
振兴。

当下，正是青阳镇东窝陀村红
芽香椿上市的季节，连日来，村椿芽
合作社内一片繁忙的景象。社员采
摘的新鲜香椿，经过分拣、称重、装
入礼品盒，最后通过物流发往全国
各地。

东窝陀村坐落于青阳镇东南方
向，三面环山，是典型的山区村庄。
全村400多户，2000多口人，以种
植小麦、玉米、小杂粮为主。近年
来，该村大力发展山区特色香椿种
植，群众利用房前屋后以及闲散荒
地进行种植，逐渐形成规模。

2022年，该村村“两委”通过党
组织领办合作社，成立了东窝陀村
椿芽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将分散经营的农户聚合起
来，吸纳300多户村民加入，实现抱
团取暖。推进规模化种植和品牌化
发展，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还实现
了村集体增收。“以前椿芽下来都愁
着怎么去卖，要不就去集市上低价
处理。现在好了，椿芽直接由合作
社收购，还能卖个高价。”今年53岁
的村民赵花种了2亩多香椿，几天
来，她把今年新摘的20多斤椿芽全
部卖给了合作社，并获得了较好的
收入。据了解，从3月21日椿芽开
始采摘以来，已经有200多户社员
将新采的椿芽交到合作社。

“下一步，我们合作社将拓宽销
售渠道，组建专业销售团队，通过

‘互联网+’的模式，打造我们东窝
陀村椿芽特色品牌，让更多人了解
这个品牌，让香椿树真正变成村民
的‘摇钱树’。”东窝陀村党组织负责
人赵淑英说。

离东窝陀村不远的钟家村，连
日来，该村的温室大棚里3万斤姜
种正在催芽。钟家村桐桐合作社副
社长贾仔刚说：“种姜是个技术活，
比如这个催芽，室温能达到30度，

技术要求很高。下一步，镇上将协
调技术员，来指导我们种植。”

近年来，青阳镇因地制宜，积极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民发展
生姜种植，让生姜成为青阳镇重点
打造的又一特色农产品。钟家村根
据本村实际，确定了发展生姜种植
的特色产业。该村成立合作社，今
年计划投资60多万元，种植40亩
生姜，以此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青阳小米是当地特产，也是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刘家谷物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通过“企业+农户”的
方式，与社员签订购销合同，吸引社
员统一种植，由合作社统一收购、统
一加工，并以电商等线上方式统一
销售。

自去年以来，该合作社积极购
置设备，加大产品销售力度，增加村
集体收入1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
了当地小米的种植，醴泉村因种植
规模大、小米品质好，也成为以生产
青阳小米为基地的特色村。

青阳镇山明水秀，自然条件得
天独厚。该镇马埠村党支部带头领
办的禾唐青九农业种植合作社，大

力推广自然古法循环农业，在山区
开展金丝黄菊、贡菊、藏红花等中药
材种植，全程无化肥无农药，实现绿
色有机种植。该合作社还利用村内
空闲耕地，开展药用豆子套种，马埠
村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草药材种植特
色村。通过几年的探索种植，中草
药材品质和产量都有了较大提高，
不断适应了市场需求，增强了市场
竞争力，使得合作社成员的收入有
了很大提高，同时每年能够增加村
集体收入2万元。

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
点。通过党建引领，青阳镇引导各
村依托特色优势资源，实施“一村一
品”规划，大力打造以特色种植为主
的精品乡土品牌，全镇出现了以东
窝陀椿芽、醴泉村小米、钟家村生
姜、马埠村中草药材种植等“一村一
品”特色村，蹚出了“实体强村”新路
子。

“通过大力实施党组织领办合
作社，各村找到了村庄发展的特色
项目，提升了特色种植的规模和知
名度，带动实现村民和村集体‘双增
收’。”青阳镇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青阳镇深入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造以特色种植为主的精品乡土品牌

全面做优“一村一品”助推乡村经济发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吴观青 报道）近日，沾化区
古城镇邀请区冬枣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利以及多位冬枣农技专家，
走进冬枣种植大棚，为冬枣种植
大户进行现场授课，指导大家做
好冬枣春季管理。

在魏王村冬枣示范园，农技
专家们与枣农进行深入交流，为

大家讲解了沾化冬枣下一步发展
计划、重点方向和冬枣春季管理
的重要性，并现场为枣农演示树
型改造的技术要点，讲授春管过
程中冬枣病虫害防治、温度控制
和施肥等方面的注意事项，详细
解答枣农在冬枣管理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问题，进一步提高大家冬
枣春管技术水平。

古城镇：

邀请农技专家走进大棚
指导群众做好冬枣春管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侯文文 报道）今年以来，沾
化区海防党工委、办事处认真贯
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按
照“围绕经济发展抓党建，抓好
党建促经济发展”的思路，持续
强化党建引领，聚焦党建与业务
工作双融双促，大力实施“党建
领航·情注一线”5000亩现代温
棚养殖项目，助推经济发展提质
增效。

健全机制，加强项目谋划增
后劲。组建由党工委书记任组长
的产业振兴领导小组，科学分析
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形势，依托海防区位、海
域、土地资源优势，进一步锚定
产业发展布局和目标，按照“建
设标准化、道路网络化、养殖高
效化”的要求，抓好对虾养殖片
区的连接和提档升级，全力打造
5000亩现代化高效对虾养殖示范
基地，实现产业集聚发展。

优化服务，强化项目招引提

效能。围绕规划基地，进一步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重新整修道路
6.55 公里，清淤挖渠 17800 米，
对招引项目进行全流程帮办代
办。2022年引进投资1.02亿元的
山东博瀚堂海洋发展科技有限公
司温棚对虾养殖项目，于当年6
月建成投产，一季产虾 900 余
吨，产值3000余万元。目前，投
资近2亿元的博瀚堂二期工程已
经顺利开工，包括多个建设项目，
预计今年4月完成建设任务，开始
第一季引水放苗，实现“龙头引领、
集群共进”的良性发展格局。

加快建设，狠抓跟踪推进促
落实。组建由党工委班子成员、
区块工作组、苇场后勤党支部党
员组成的“党员先锋队”和专项
督查组，督促党员干部积极下沉
项目一线，定期开展调研督查，
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着力推动项目建设，力
争早日竣工投产。

海防办事处打造5000亩
现代化高效对虾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