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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积极探索实践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示范区省、市、县三级联创工
作，目前，3个省级示范区、7个市级
示范区扎实推进、全面起势，打造了
一批可复制、能推广的乡村振兴实现
路径和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滨州特
色、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示范区创建道路。

集中优质资源投向示
范区建设，全市3个省级示
范区建设共计投入资金达
26.24亿元

我市将示范区建设作为乡村振
兴“一号工程”，市委、市政府按照“一
组一部一专班”的组织构架强力推
进，实行项目到人、责任到人，拉出创
建清单，倒排工期按时间节点有序推
进。

通过财政资金引导、项目捆绑投
放、社会资本注入等多方途径，我市
有效破解了示范区建设资金难题。
2020年，市财政对省级示范区每个
支持2000万元，对市级示范区每个
列支200万元奖补资金；结合涉农资
金统筹整合，将美丽乡村建设、农村
污水治理、田园综合体创建、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涉农项目统筹集中在示
范区内实施，充分发挥了资金和项目
的集聚效应。

在财政资金引导下，千方百计撬
动社会资本参与示范区创建。以博
兴县吕艺镇省级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示范区建设为例，该镇将17个村的
近4万亩土地分期分批流转给博华
农业、深圳百果园等农业龙头企业，
投资10余亿元，规划建设了农林种
养示范区、农林科普观光区和农副产
品、投入品加工区，成为工商资本参
与乡村振兴的典范。截至目前，全市
批准创建的滨城区杨柳雪、惠民县麻
店、博兴县吕艺3个省级示范区共计
投入资金达26.24亿元，共推动实施
项目55个。

在示范区创建过程中，我市注重
“政府主导、群众主体”，各级各有关
部门迎难而上，干在前、冲在前，发挥
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创
新搭建多样化利益联结机制，
为农民持续增收开辟新路径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建设，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群众增收为根
本，如何让农民群众钱袋子鼓起来、
生活富裕起来，是示范区建设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各示范区立足一二三
产深度融合，大力培育新型业态，积
极打造一区一业、一村一品，提升农
业产业的竞争力和附加值，创新搭建
多样化利益联结机制，为农民持续增
收开辟了新的路径。

其中，吕艺镇省级示范区建设辐
射带动了20个村、10万余亩基地发
展，初步构建起园林苗木、健康食材、
智慧农业、生态观光四大产业体系，

每亩土地收益实现3培增长。通过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生产模
式，广大农民合理分享到了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农民走向职
业化和产业工人道路，实现人均年增
收2-3万元。

惠民县麻店示范区以果蔬产业
为主，突出“孙子文化”和“田园旅游”
体验营造。该示范区聚焦“精深种
植”，线下重点打造黄河三角洲花卉
苗木展销中心、花卉苗木基地、高效
农业孵化器、瓜菜及食用菌冷链仓储
项目四个涉农项目；线上搭建生鲜供
应链平台，将销售客户端前移。通过
线上线下双轮驱动，示范区有效带动
群众新建瓜菜大棚2300亩，培植大
中型经济合作社68家，全镇大棚种
植面积达1.5万亩，瓜菜种植面积达
3.2万亩。

阳信县水落坡示范区吴家坊村
将肉牛养殖产业和食用菌种植业相
结合，形成了“特色种植→肉牛养殖
→牛粪回收→食用菌种植→废料回
收→有机肥加工→特色种植”生态循
环产业链模式，村民年人均增收3万
元，村集体年增收100万元以上。

既要村容整洁“面子”又
要乡风文明“里子”，农民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

各示范区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地
资源禀赋和文化底蕴，对示范区进行
了既要村容整洁“面子”，又要乡风文

明“里子”的量身定制打造活动，显著
成绩提升了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

在麻店镇示范区，55岁的孟家
湾村村民孟昭云经常带着小孙子到
村里新建的健身广场活动。“这里以
前是一片破屋，现在成了大家休闲的
好去处。”在健身广场上，篮球架、乒
乓球台、健身器材等设施一应俱全，
该村拆除了3户废旧房屋，投资17万
元建成了这处广场。杨柳雪示范区
依托周总理亲树的“棉区一面红旗”
红色资源优势，建起了杨柳雪不忘初
心党性教育基地，已累计接待党组织
3265个、培训党员64825人次、普通
访客突破13万人次，成为滨州市乃
至鲁北地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
地。

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方面，示范
区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5%以上，
农村无害化厕所覆盖率达94%以上，
完成生活污水治理村庄比例达
45.97%。

示范区创建以文化铸魂乡村，深
入推进“戏曲进乡村”工作，实现行政
村100%全覆盖；推动优质公共文化
资源向基层一线下沉，村级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建成率100%；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文明实践活动覆
盖率达90%以上。同时，针对乡村存
在的一些陈规陋习，以整治红白事为
突破口，深化农村移风易俗，建成了
县级公益性公墓8处，镇村公益性公
墓231处。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三级联创全面起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刘沙沙

2020年滨州“三农”故事之十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马宗勇 高琳 报道）惠民县孙武
街道不误农时推进春季农业生产工作，
截至3月5日，全街道56000多亩小麦
已完成春灌50%以上，一类麦田占到
60%以上，各大棚果蔬长势良好。

当日，记者在该街道刘德玉村看
到，种粮大户崔振国正在麦田里忙着
施肥，他原计划给麦田打药，但接到河
里来水的通知后就先赶着给麦田先施
肥了。他介绍：“先撒完这边50亩再
撒那边180亩，撒完化肥今天下午就
能浇水了，等过了低温天气再进行飞
防作业。”

因为去年麦田没有浇冬水，再加上
秸秆还田的原因，造成了目前他的麦田
里土壤比较松软，考虑到实施机械化施
肥作业小麦被压后容易造成减产，他雇
人进行人工施肥。崔振国种植小麦已
经5年了，这两年他选种了“济麦22”

“鲁源502”等新品种，由街道农技师调
药水拌种，去年小麦亩产接近1200斤，
种粮食一年纯收入达到15万元。

在与崔振国相邻的一片麦田里，
有一对中年夫妇正在打防治草害的农
药。他们共种了26亩小麦，打完药接
着进行施肥，不耽误下一步浇水。靠
着种粮收入和农闲时出门打工，他们
家年收入实现3万元左右。

在该街道大王营街村，村民昭明
星的6个大棚葡萄已经吐叶伸枝，嫩
黄的枝芽有的长到了五六厘米，一脸
汗水的他正在湿热的大棚里查看葡萄
长势。“这边发芽的是‘甜蜜蓝宝石’，

旁边的是‘巨玫瑰’，‘甜蜜蓝宝石’要
比‘巨玫瑰’早上市，价格每斤也贵几
元。”他介绍说。街道农技站负责人薛
立霞对昭明星说：“葡萄芽只要顶到了
三膜上，就得赶紧把膜撤掉了。”

为切实做好春季麦田管理等工
作，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和农民丰产增

收，春节过后，孙武街道及时开展技术
宣传和指导工作，安排农技人员每人
包4个示范户，要求每月必须开展8次
入户指导活动。街道及时向农户印发
宣传《春季麦田杂草发生趋势预报及
防治措施》《小麦春季管理技术要点》
《小麦雨后田间管理技术意见》《小麦

返青拔节期病虫草害综合防控意见》
等材料，以小麦纹枯病、茎基腐病、红
蜘蛛等病虫害为防控重点，在全街道
推广合理追肥、科学浇水等健身栽培
技术，以及适时化学除草和一次施药
兼治多种病虫技术。

孙武街道抢农时做好56000亩麦田春季管理

“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
忘共产党，带领人民幸福路，乡
村振兴小康奔。”一曲悠扬而婉
转的畲歌在浙江省景宁县金坵
村的高山茶田里飘荡。

墨绿的茶田、潺潺的溪流、
随风摇曳的竹林，加以整洁的
村貌和七彩的花海滑道，走进
这个美丽富足的村庄，顿感心
旷神怡。很难想到，这个村庄
曾经与贫穷、落后紧紧地联系
在一起。

景宁畲族自治县是浙西南
革命老区县，也是全国唯一的
畲族自治县和华东地区唯一的
少数民族自治县。由于地处偏
远、交通闭塞、自然资源贫乏，
多年前，曾是国家级贫困县，村
民的温饱都成问题。而现在，
依靠党和政府的惠民好政策，
村民们用勤劳的双手让这里的
生活越过越红火。

“带领人民幸福路，乡村振
兴小康奔。”

春节刚过，浙江便迎来了
春茶采摘时节。景宁县鹤溪街
道的雷丽芬来到自家的茶园，
采摘当日的新茶。

20年前，为改善家里的生
活条件，雷丽芬曾通过村里的
熟人介绍，去北京的餐馆当服
务员打工挣钱。

几年前，她听村里的干部
说景宁县为了扶持惠明茶产
业，对于新购机械按购置款的
50％给予补助。也就是说，要
买一台新机器，自己只需要掏
一半的钱，对于没有初始资金
的人，政府还能提供3年的“政
银保”无息贷款作为初始创业
资金。

她很心动，有了这项政策，
添置设备和资金周转的问题就
都能解决了。于是，2014年 5
月，她注册了自己的家庭农场，
添置了4台机器。白天采茶，晚
上炒茶，全家人齐上阵，生意越
来越好。

“以前，想赚钱就得出去打
工，现在在家门口也能够生活得
越来越好。”有了家庭农场后，雷
丽芬家的经济逐渐宽裕，2020
年底就还完了“政银保”贷款，摆
脱了低收入农户的身份。

“我希望未来能把家庭农
场做大，添置更多的机器，再雇
一些人，自己当老板。”雷丽芬
兴奋地用手比划着，眼里闪烁
的满是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我
还想带着父母和孩子去北京看
看，坐一次飞机，看一次天安

门，再故地重游一次。”
景宁县近年来共发放“政

银保”金融扶贫贷款15504笔，
贷款总额达到7.89亿元，受益
低收入农户15437户次。

“畲雁归巢铭党恩，反哺家
乡情意真。”

扶贫，需要提供造血式的
机制，而解决贫困的代际传承，
核心在教育。雷夏莲是景宁县
渤海镇大都村人，也是景宁民
族中学的一名语文老师。20
年前，她还是一个靠读书从山
里走出来的苦孩子，如今重新
回到了家乡。

“出生在大山里，你会很深
切地感受到，教育能改变的不
是一代人，而是很多代人，只要
家里有一个孩子读了书，全家
人都能脱贫。”雷夏莲说，“当
年，我遇到了好老师，所以我也
要把这条路走好，培养出更多
的孩子。”

近年来，景宁县委县政府
每年投入3000万元来支持教
育事业的发展，通过政府和社
会的多重保障机制，让所有偏
远地区家庭贫困的畲族孩子不
会再因为家庭拮据而无法继续
学业。

“一看到孩子们的笑容、闪
亮的眼睛，任何辛苦都不是辛
苦了。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
心安地，我安于这片土地，那就
要用我的一生去守着我的这些
孩子们。”雷夏莲说。

“大搬快聚政策好，农民百
姓记在心。”

在景宁县澄照农民创业园，
下山搬迁的农民们正满心欢喜
地盖新房。“大搬快聚政策好，农
民百姓记在心，政府支持房建
好，党的恩情忘不了。”飘扬的畲
歌响起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

景宁是个典型的山区县，
偏远村庄往往挣钱无路、就学
不便、病急无医。村民雷运平
家所在的澄照乡漈头村下泥山
自然村就有许多房子因为年久
失修，快成了危房。“村里的干
部每到下雨都会来村里把老人
一个一个背出去，就担心会出
什么事。”雷运平说。

“我每天都来工地，眼看着
自己的新房子一天一天盖起
来，过不了多久，这里就是我们
的新家了，很期待！”雷运平激
动地说。

新家附近，医疗、教育、养
老配备一应俱全。按照标准，
畲族低收入群众搬迁补助为每
人64100元，依靠补助，基本能
够达到零成本搬迁。

而搬下来之后，在附近的创
业园里就能找到工作，“农忙上
山，农闲进厂，一年到头，再没有
什么好操心的了。”雷运平布满
皱纹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新华社杭州3月5日电）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
杰 通讯员 常慧红 报道）2月24日，
市农业农村部门出台《小麦返青拔节
期病虫害防控技术意见》，提出科学
防控措施。

据预测，我市小麦病虫害呈中等
发生程度，防控重点是小麦纹枯病、
茎基腐病、红蜘蛛等，警惕小麦条锈
病的发生流行，做好小麦全生育期赤
霉病的监测防控工作。

《意见》要求加强栽培管理，因地
制宜、因苗施策，根据气象变化，适时
开展镇压划锄，保墒增温，浇好返青
水、合理追肥，及时防御倒春寒，减轻
冻害发生，增强小麦抗逆性，压低病
虫基数。

《意见》指出，对冬前未进行化学
除草的麦田，要在小麦返青至拔节
前，日平均气温稳定在6℃以上时进
行化学除草。双子叶杂草为主的麦
田，可使用双氟磺草胺、唑草酮、双唑
草酮、氯氟吡氧乙酸等单剂或混剂，
如亩用6%双氟·唑草酮可分散油悬
浮剂10～15毫升，对水茎叶喷雾防

治；单子叶杂草为主的麦田，可用氟
唑磺隆、甲基二磺隆、精噁唑禾草灵、
炔草酯等单剂或混剂，如亩用10%氟
唑磺隆可分散油悬浮剂 20～30毫
升，或30克/升甲基二磺隆可分散油

悬浮剂25～35毫升，对水茎叶喷雾
防治。单子叶和双子叶杂草混合发
生麦田，可选用以上药剂的混合制
剂。除草剂要严格按照推荐剂量、适
宜浓度、使用时期和技术操作规程使

用，避免漏喷、重喷，以免发生药害。
《意见》推荐一次施药兼治多种

病虫技术。小麦返青拔节期是麦蜘
蛛和地下害虫的为害盛期，也是茎
基腐病、纹枯病、全蚀病、根腐病等
根病的侵染扩展高峰期，应根据病
虫发生情况，以主要病虫为重点，选
用高效杀虫剂、杀菌剂，一次混合施
药兼治多种病虫。防治茎基腐病，
要在返青早期施药，可亩用80%戊
唑 醇 水 分 散 粒 剂 10～12 克 ，或
18.7%丙环·嘧菌酯悬乳剂 30～60
毫升，或 48%氰烯·戊唑醇悬浮剂
40～60毫升，或200克/升氟唑菌酰
羟胺悬浮剂50～65毫升，对水喷雾
防治，适当加大用水量，重点喷施小
麦茎基部。防治纹枯病、全蚀病可
亩用 300 克/升苯甲·丙环唑乳油
20～30毫升，或16%井冈霉素可溶
粉剂40～50克，兑水喷雾防治。防
治麦蜘蛛可亩用5%阿维菌素悬浮
剂5～8毫升，兑水喷雾防治。防治
地下害虫可亩用3%辛硫磷颗粒剂
3～4千克沟施。

滨州出台小麦返青拔节期病虫害防控技术意见

唱起畲歌颂党恩：

生活很甜，希望更美

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霍广 摄影）

农技人员与种植户探讨大棚葡萄管理问题。

浇返青水前抓紧为麦田施肥。

种植户在田间交流种植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