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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中午12时，为期4个月
的海洋伏季休渔工作结束，正式开
渔，渔民们驾驶大小船只驶向久违
的大海，期待鱼虾满仓。执行“伏
休”政策，是为了让各类海洋渔业资
源更好地休养生息。2021年海洋
伏季休渔期间，我市认真贯彻执行
省、市两级工作要求，持续发力，海
陆联动，全力做好海洋伏季休渔各
项管理工作，监管执法保持高压态
势，积极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形成齐抓共管合力，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我市历来对海洋伏季休渔工作
高度重视。4月29日，我市召开全
市海洋伏季休渔管理暨渔船管控会
议，传达有关文件精神，印发伏季休
渔管理工作方案，对休渔、禁渔工作
进行部署。沿海县区成立伏休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乡镇和有关部门
单位管理责任，完善了政府统一领
导、渔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相关部
门互相配合齐抓共管的管理机制。

为全面落实伏季休渔各项管理
规定，我市海洋渔业主管部门成立
伏季休渔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制订
了工作实施方案。无棣县海洋发展
和渔业局组建陆地与海上两个执法
工作队，分别对所辖渔船停泊点、渔
船、海域进行巡查，严厉打击各种违
法违规行为。

为加大海洋伏季休渔工作宣传
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全市各
级海洋渔业主管部门通过张贴公
告、渔民培训、大集宣传、约谈涉渔
企业（船东）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和
密度，广泛宣传伏休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渔民和企业严格执行海洋伏季
休渔制度。

“人防+技防”双防管
控，严格落实伏休制度

严格落实船籍港休渔制度。4
月下旬起，我市海洋发展和渔业部
门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形式向
314艘应休渔船发布休渔通告，要
求5月1日12时前必须全部回船籍

港休渔。5月1日起，市、县两级均
成立多个工作组分赴20余处渔港
和渔船停泊点逐艘落实船位，同时
开展海上巡航执法。伏休期间，全
市314艘应休渔船全部在我市辖区
休渔。

加强涉外渔船和专项捕捞渔船
管控。加强对全市具有涉外作业能
力大马力渔船的管控，执法人员签
订落实包保责任，对船东船长信息
逐一备案登记，利用渔船渔港动态
管理系统、北斗和AIS等信息化手
段实施动态监控，伏休停港期间每
天进行船位巡查，通过微信群每日
调度情况，逐一落实渔船船位，发现
问题及时处置，确保不发生涉外事
件；强化人防与技防，利用信息化手
段对从事专项捕捞渔船实施全天候
动态监控。

专项执法严打违规行
为，全年伏休期间秩序良好

为严厉打击违规行为，我市各
级海洋发展和渔业部门按照管住
港、管住船、管住人的基本要求，分

重点时段、敏感时期和重点区域实
施海、陆专项及联合执法行动，强化
海洋渔业、公安、海警、市场、工信、
人社、交通、海事等部门执法协作，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组织开展陆地集中执法行动。
5月19日至23日，市海洋发展和渔
业局抽调市、县执法骨干力量组成
伏休陆地集中执法检查组，对照伏
休停港确认表，对全市20余处渔港
码头、渔船集中停泊点及所有应休
渔船进行了再确认、再核查，并绘制
休渔渔船船位图，全面掌握辖区应
休渔船停港休渔第一手资料。8月
2日至7日，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联
合市场、公安、工信、交通等部门在
全市组织开展了水产品批发交易市
场专项执法检查行动，重点对商户、
摊点捕捞水产品购销台账等进行检
查，对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经营无
合法来源水产品、涉渔经营虚假宣
传等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查处，切断
非法捕捞水产品流通渠道。

组织开展海上集中执法行动。

5月1日起，按照我市伏休管理方案
要求，我市三艘执法船开展全方位、
大密度、不间断海上巡查，织密织牢
海上防线，全面加强应休渔船管
控。5月24日，海洋发展和渔业部
门与滨州海警局联合下发《关于组
织开展海上联合执法行动的通知》，
开展海上联合执法检查，联合开展
了“商渔共筑 平安滨州”海上联合
巡航执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反
伏季休渔规定的各类行为。

伏休期间，我市陆检出动执法
人员412人次，检查渔港、码头数
205 个次，陆地检查渔船 2258 艘
次，检查市场13个次；海检出动执
法人员318人次，出动渔政船63艘
次，海上检查渔船100艘次，查处违
规渔船8艘，结案6起，罚款33.6万
元，没收渔获物180公斤，没收网具
150盘。接下来，我市将继续开展
执法行动，加强对市场、涉渔船舶修
造企业监管力度，保持打击各种违
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确保辖区
渔业生产秩序稳定。

海陆协同联动 “人防+技防”双防管控

我市“伏休”严格监管有效涵养了渔业资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康 通讯员 张振华 阮琛琛

严 格 监 管
执法，维护伏休
期间秩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陈翠娟 报道）2021
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会将于
2021年 9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
举行。届时，博兴县系列特色农产
品西红柿、芝麻香鸭蛋、布老虎、草
柳编工艺品、老粗布等将统一以

“惠买·千乘优品”区域公用品牌形
象在展会上亮相。

为加快推进博兴县全国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助
推农产品上行，加快培育优质农产
品向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去年
以来，博兴县依托当地产业优势打
造了“惠买·千乘优品”区域公用农
产品品牌，并组织开展了“书记优
选”“年货节”“双品节”“端午遇上

父亲节”“葡萄惹人醉，电商助销
售”“华彩啤酒节，魅力千乘展”“千
乘杯”博兴县首届电商产品包装创
意设计大赛等电商文化活动，有效
提升了博兴特色农产品影响力。
截至目前，“惠买·千乘优品”平台
已注册商家966个、会员25.53万
人，上线产品2270余款，成交金额
突破2500万余元。

博兴县惠买·千乘优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高爱红介绍，为在2021
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会上高
效展出博兴县优质特色农产品，公
司在与商家对接、产品筛选、产品
手册和展示牌设计等各项工作上
做了充分准备，确保各种产品质优
价廉，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
心。

博兴优质农产品将亮相
亚洲农业与食品产业博览会
统一以“惠买·千乘优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亮相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丁洁 报道）日前，记
者在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目
前，我市共有获认定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生产基地11家、加工企
业5家，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
达 到 2383 吨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2312.25万元。其中，今年1—8月
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 1191
吨，实现销售收入1184.75万元。

为大力推动优质农产品“走出
去”，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国家战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建设平台，去年以来，市农业
农村局多次专题研究部署粤港澳
大湾区“菜篮子”对接洽谈事宜，先
后组织5批优秀农业龙头企业申
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
地与加工企业。下一步，我市将在
指导协助企业用好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管
理平台、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加强农业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
持续发力，促进我市更多的优势特
色农产品“走出去”，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作出应有贡献。

滨州已有2000余吨农产品
进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王月娥 冯涛 报道）9
月11日，全省智能农机与数字农
艺融合作业暨农牧业废弃物堆肥
利用现场演示活动在邹平举行。

与会人员在邹平市孙镇镇罗家
村玉米种植田参观了果穗收获秸秆
还田、深松整地、小麦精量播种等智
能机械化作业演示和生态堆肥机械
化制作技术成果，观摩了智慧农业
服务系统平台演示，听取了邹平市
智慧农业发展现状和农机智能化发
展、农业智慧化管理经验。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
基础和标志，要以数字化服务平台
为载体，以推广先进技术为支撑，
以配套机具装备为基础，促使良

种、良法、良田、良机配套，实现农
机、农艺、农资的有效融合。牢牢
把握新阶段农机发展的新形势，巩
固“减损就是增产”的发展理念，在
研发机损率控制上下功夫，为粮食
节约作出农机贡献；夯实农牧循环
发展体系农机基础，着力推进农机
农艺深度融合，将先进机具应用到
农牧业废弃物堆肥利用中去，推动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向自动化、
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会议要求各地把握“三秋”生产
的关键时期，抓好“三秋”期间农机作
业调配和安全工作，在物资供应保障、
技术模式推广、安全生产保障、发展托
管服务上精准发力，为夺取秋粮丰产
丰收、助力乡村振兴作出新的贡献。

全省智能农机与数字农艺融合
作业现场演示活动在滨举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刘国青 报道）近日，玉华果蔬
沾化冬枣出口基地收购证签发仪
式在沾化区大高镇灰堆刘村举
行。仪式上，55户枣农与灰堆刘
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
了收购合同书并领到了玉华果蔬
发放的沾化冬枣收购证。

今年以来，大高镇依托全镇
3.5万亩沾化冬枣种植规模优势，大
力实施冬枣产业“双增双提”工程，

凝聚起产业发展共识，全镇沾化冬
枣产业由国内单一循环逐渐转为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灰堆刘村500亩原生态冬枣出
口基地完成建设，并取得出境水果
果园注册登记证书，具备了冬枣出
口资质。此次收购合同的签订和
收购证的签发是“企业+基地+合作
社+农户”现代化生产出口模式的成
功探索，将进一步带动枣农增收致
富，推动冬枣产业高质量发展。

玉华果蔬沾化冬枣
出口基地收购证签发
大高镇55户枣农“摘得”冬枣出口资质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张海鹰 吴云峰 杨宝勇 报道）
近日，山东省十里香芝麻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3000亩芝麻生态园迎来
采收季，等行距种植的高产优质高
耐盐广适芝麻新品种“鲁芝1号”
经过农业专家现场测产和指标检
测，综合表现良好。

据介绍，“鲁芝1号”是省农科
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培育的高产优
质高耐盐广适芝麻新品种，蛋白质
含量为24.5%、含油量52%，在黄
河三角洲轻度盐碱地上亩产可达

130公斤。目前，“鲁芝1号”已在
盐碱地区和全省范围内大范围推
广示范。

据了解，无棣县土地盐碱化较
为严重，近年来该县充分发挥农业
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企业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
所、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等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
推动了当地农业向机械化、现代化
迈进。今年，无棣县芝麻种植面积
共有2.5万亩，大范围机械化收割
将在9月底全部完成。

无棣2.5万亩芝麻
迎来采收季
大范围机械化收割9月底将完成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魏静 报道）近日，山东农业大
学植保学院产学研基地签约揭牌
仪式在邹平市台子镇举行。

近年来，台子镇抓住沿黄高质
量发展重大机遇，加快推进特色高
效农业发展，全力打造具有台子特
色的种植业。此次合作建立的山

东农业大学植保学院产学研基地
将充分发挥双方优势条件，将科研
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构建产学
研基地创新体系，建立产学研长期
合作关系，促进专业、产业共同发
展，全力保障特色高效农业项目实
施，为高效农业发展和新型农民培
养助力，推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山农大植保学院
与台子镇共建产学研基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通讯员 孙艳刚 韩彦彦 报道）柳
树是滨州市的乡土树种，常用于道
路和园林绿化，为城乡环境美化作
出了重要贡献。但每到暖春时节，
城区柳絮漫天纷飞，给不少市民的
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近日，记
者从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获
悉，该园区扩繁成功的新品种无絮
柳将改变这一现状，有效促进滨州
生态环境改善。

9月7日，记者来到山东滨州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种苗扩繁中心看
到，一排排扦插在培养土中的小柳
枝长出了翠绿的嫩叶，在阳光的照
射下显得生机勃勃。园区林业高级
工程师、山东一逸农林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焦传礼介绍，这些小
柳枝就是无絮柳，是新型柳树的一
种，名叫“仁居柳”。这种柳树为雄
性垂柳，可解决春季柳絮纷飞问题，
当年生高度可达3米以上，粗度3厘
米左右，是普通垂柳的2.5倍。这一
新品种的成功扩繁将为城市绿化增
添可供选择的优质树种资源。

焦传礼说，无絮柳树干通直，树
姿优美，克服了普通垂柳杆型差、生

长缓慢的弊病。它的根系发达，耐
盐碱、耐瘠薄，特别是能在0.3%至
0.4%含盐量的环渤海盐碱沙性、粘
性土壤上生长良好，适宜于黄淮海
及环渤海盐碱地区栽种。这一品种
曾获“2020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十大
推介树种”“2019-2020年度山东

省十佳新优品种”“2020北方绿化
苗木博览会产品金奖”“第27届中
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优
秀展示奖”等荣誉。

“因滨州地处黄河三角洲地区
盐碱地区域，所以我们在做课题、培
育新品种的过程中都要把耐盐碱这

一特性考虑进去。”焦传礼说。他告
诉记者，园区正在打造“耐盐碱林果
种质资源创新及应用示范园”建设
项目，集中展示山东一逸农林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在林果种质资源方面
的创新成果，并以此为基础细分科
研项目，吸引林果方面专家共建联
合科研团队，提升科研力量，营造园
区浓厚的科研氛围，打造滨州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一张创新名片。无絮
柳扩繁就是该项目的一项内容。除
无絮柳以外，该项目还引进了耐盐
碱的杜梨、桃砧木等品种，进行辐射
育种、杂交育种、化学诱变育种等多
项实验，目前已培育出可在0.6%含
盐量土壤中生长的杜梨品种，具有
重要的产业价值和经济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焦传礼所说的
种苗扩繁中心曾是滨州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闲置的玻璃温室，耐盐碱林
果种质资源创新及应用示范园建设
项目将这个6280平方米的玻璃温
室盘活，引进现代化设备将其改造
成智能化温室，用于开展耐盐碱林
果苗木栽培技术、育种技术研究和
资源创新应用示范，助力新品种快
速扩繁推广。

春季柳絮纷飞问题有望改观

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新品种无絮柳扩繁成功

焦传礼介绍无絮柳生长特性。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康
通讯员 张振华 阮琛琛 报道）9月13
日，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联合举
办2021全市渔业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

本次竞赛本着公平公正原则，
先后进行了水生物病害防治员理
论、水产技术员理论、草鱼血涂片细
胞类别辨别和草鱼解剖、单胞藻计
数、钙的测定等包含理论知识及技
术实操的多场专业考试，来自全市
的15名优秀渔技人员参加此次竞
赛。

20212021全市渔业行业全市渔业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举行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