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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成功创建全国主要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市的良
好基础上，我市加快推进农业机械
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2021
年12月13日成功创建全省首批“两
全两高”农机化示范市。

打造10个高标准农机
农艺融合示范基地

我市以农机农艺深度融合为抓
手，积极争创全省首批“两全两高”
农机化示范市。围绕粮食、棉花、畜
牧、水产、林果、蔬菜、特色作物、农
产品初加工等8大产业，重点打造了
10个高标准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基
地，成立了8个农机农艺融合技术指
导组，多层次、全方位指导示范基地
开展机械化、轻简化、集成化、标准
化、规模化生产试验示范，形成了标
准化作业农艺技术和操作规范。

在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基地带动
下，全市农业机械化生产的全程全
面、高质高效水平显著提升，农机智
能化、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主要农
作物农机化提档升级，其他产业农
机化发展持续加快。截至目前，小
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生产实现了
全程机械化，畜牧业、渔业、设施农
业总体机械化水平均接近70%，林
果业的植保环节、设施农业的卷帘、
耕整地和灌溉环节基本实现机械
化，食用菌产业已普遍应用环境控
制智能化设备。

创建全省“两全两高”农机化示
范市使广大农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
收益。博兴果优美果业种植合作社
理事长袁金山介绍，自己引进了微
耕机、田园管理机、自动喷药机、水

肥一体化设备等30多台套智能化
农机设施，采用了宜机化更强的现
代栽培模式，实现了果树生产全程
机械化、数字化，500亩果园只需要
两个人就可以管理得井井有条，果
品和效益都有了显著提升。

截至目前，全市共拥有各类农
机具28万余台套，农机装备总动力
达498万千瓦，全市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90.68%。2021年

“三夏”期间，全市累计投入小麦联
合收割机2.7 万余台、玉米播种机
1.04万台，收获小麦433.92万亩、播
种玉米465.6万亩；“三秋”期间，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共应急调度750余
台履带式收获机开展湿地作业，全
市1.2万余台轮式玉米收获机、112
台烘干机集中作业，上阵1.03万台
套耕种机械。

农机合作社联合社发
挥强大装备和技术优势

2021年10月8日，在阳信县润
丰农机合作社联合社，伴随着轰隆
隆的机械声和传送带的快速运转，
鲜湿的玉米穗脱粒后被传输堆积到
湿粮库，再经过两道粮食烘干塔，金
黄的玉米粒便如同瀑布般从高耸的
传送出口哗啦啦痛快地倾泻而下。
合作社理事长张凤霞介绍说，联合
社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每天可烘
湿粮400吨、出干粮200吨。

2021年秋收秋种关键时期，我
市发生了连续强降雨天气，给农业
生产带来了十分不利影响。紧要关
头，像润丰农机联合社一样，全市农
机联合社展现出强大的装备和技术
优势，确保了玉米颗粒归仓。

我市充分发挥农机合作社的主
力军作用，加强引导农机合作社强
强联合、优势互补，加快组建农机合
作社联合社，把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和农机化作业项目向农机合作社联
合社倾斜，促进其装备力量进一步
加强，机械结构进一步优化，市场竞
争力进一步提高。同时鼓励其他产
业合作社与农机联合社建立产业联
盟，拓展服务领域，努力构建新型的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农机合作社“抱团”组成联合
社，大大增强了单一农机合作社的
经营能力。阳信东强农机合作社理
事长劳东强表示，2021年与周边几
家合作社联合组建了丰盛农机服务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开展了耕、
种、收、植保、深松、土地整平等各类
作业，机械保持满负荷运转，切实解
决了农闲时节农机无收入、收入少
的问题。因为作业任务多，他准备
再购置几台大型机械。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32家农
机合作社组建农机合作社联合社17
家，农机总动力37.7万千瓦，拥有大
型农业机械8117台套，占全市总数
的46%，作业总面积275万亩，承担
本县市区农机作业总任务的58%。

选取10个乡镇开展农
机社会化服务网格化管理
试点工作

为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质量和
效率，加快现代农业和小农户有效
衔接，2021年，我市围绕创建全省

“两全两高”农机化示范市任务目
标，选取了10个乡镇推行农机社会
化服务网格化管理试点，通过把整

村土地全程托管给农机联合社，实
行生资统一购配、作业机械统一调
度、粮食统一运输烘干。

市农机主管部门主动作为，与
市委组织部联合出台指导性文件，
推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与农机合
作社联合社协同发展，以党建引领
有力推动了村内农户土地整体托管
农机联合社。滨城区杨柳雪镇农机
合作社负责人赵培国介绍，往年自
己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挨
家挨户与农户签订作业协议上，有
时候甚至磨破嘴皮也签不下一份合
同，2021年通过市里开展农机社会
化服务网格化管理试点工作，由村委
出面协调，他可以把更多时间用在合
作社事业发展的其他事务上了。

在实行农机社会化服务网格化
管理试点的村，农机联合社按照协
议给予村集体一定提成，实现了联
合社增效、村集体增收。把土地全
程托管给农机联合社的农户，一方
面可享受免费植保作业，降低作业
服务费用，年底收获高品质的粮食；
另一方面可以放心出门务工，增加
工资性收入。

从目前全市农机社会化服务网
格化管理试点工作实施情况看，参
与试点的农机联合社服务整建制村
497个，覆盖小农户6.07万个，作业
总面积61万亩，占全部试点乡镇主
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97%；8家农机
联合社成立了党支部，与试点村开
展支部共建，在2021年秋季抢收救
灾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共抢收救
灾39万亩，全年为试点村集体增收
283万元，良好的效果为2022年进
一步扩大试点奠定了基础。

滨州成功创建全省首批“两全两高”农机化示范市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一位月工资只有1700余元的保
洁员，丈夫疾病缠身常年吃药，日子捉
襟见肘，但面对捡到的4万元现金，却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主动归还失主。

“这么一大笔钱，任谁丢了都会
着急，我就是想着赶紧找到失主，千
万别让人家因为丢钱出点啥事。”回
想起2020年捡到“巨款”的经过，邹
平市西董街道鹤伴社区保洁员李秀
君淡定地说，不是自己的钱，拿了、
花了，良心上过不去。

在保洁员这个平凡岗位上，她
用勤劳的双手装扮城市美丽，也用
实际行动浇灌文明之花，以朴实的
言行传递至纯至美的良善。凡人善
举，彰显社会正能量。她先后入选

“滨州好人”“中国好人”，并于日前
荣获第八届全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事迹被广泛传播。

在监控盲区且四下无
人，捡到4万元现金的她毫
不犹豫地选择物归原主

今年59岁的李秀君在鹤伴社区
当保洁员已有5个年头。而捡到钱
的2020年4月11日，于她也原本是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早上8点多，在自己责任区内清
扫卫生的李秀君看到前方草坪内有
个红色手提袋。“这是谁把垃圾扔里
面了？还是风刮进去的？”李秀君边
在心里嘀咕边上前捡拾。

这一拿，竟感觉有些重量。李
秀君下意识地打开一看，不禁吓了

一跳——袋子里一摞摞齐齐整整的
钱。“这要是老人丢的还不急出病，
就是年轻人丢的小两口也可能会因
此起争执。”李秀君心想。

那天是周六，而且当时疫情防控
需要也少有人在外闲逛。放眼望去，
四下无人。一边想着咋能快点找到失
主，一边着急自己的卫生清扫还得继
续，李秀君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咋办。

站在原地等失主的空儿，李秀
君看到了骑车在小区内巡逻的物业
保安。招呼保安过来讲了事情经过
后，两人一起将装有“巨款”的手提
袋送至物业办公室。

此时正在小区监控室的物业负
责人韩传伟，接到工作人员电话匆
匆赶回办公室，对袋子内的现金进
行清点，并在业主微信群发布失物
招领信息。

“知道你拾了多少钱不？”工作
人员问李秀君。

“不知道呢，抓着是有一大把。”
“整整4万！”
“哦，还不少来，要没啥事我就

先去干活了。”李秀君说完就赶回责
任区继续打扫卫生。

半个多小时后，一名中年人来
到物业办公室，称自己丢了“东
西”。经过身份验证等程序，拿回
失而复得的 4万元现金的失主激
动不已，并于当天中午将一面写有

“拾金不昧”的锦旗送到李秀君手
中。

原来，4月10日晚间，租住在该
小区的失主因喝醉酒，失手将装有4
万元现金的手提袋弄丢，直到第二
天上午才猛然惊醒——钱怎么都找
不到了！“想不起来到底怎么弄丢
的，丢在了哪里，更想不到还能一分
不少地找回来。”失主说道。

生活虽清贫，夫妻俩
不约而同拾金不昧，守护
最朴素道德观

把钱送到物业办公室往自己所
在责任区赶的路上，李秀君还“顺手”
打了个电话，告诉老伴自己捡到钱了。

当得知捡到4万元现金时，老伴
在电话那头急促地喊，“快，快点给
人送去，找不到失主就送到物业办
公室！”

“已经送到物业等着失主来领
了。”

“那就行，送去吧，失主该急坏了。”
……
记者了解到，多年前，李秀君的

丈夫也曾在走亲戚的路上捡到过现
金，等待失主无果后送到了派出
所。后来失主多方打听着来到李秀
君家中，并当场拿出2000元现金表
示感谢。

“当时老伴很坚决地拒绝了，并
说‘这都是应该做的，俺要是想要钱
就不会交上去了’。”李秀君说，到底
捡了多少钱老伴也没数，但估摸着
得有个上万元，老伴还反复叮嘱甭
跟别人说。

李秀君是西董街道段家村人，
其丈夫患风湿性关节炎 20多年。

“过去老伴吃上止疼药还坚持着能
干点活，近十年来吃着药也就勉强
拄着双拐在家自理。”李秀君说，受
家庭拖累大儿子直到29岁才结婚。

李秀君1700多元的工资不但
要负担和老伴的日常开销，前几年
还要支撑小儿子上大学的花费。而
且，李秀君还有个一直未曾婚配的
大伯哥，随着年龄增大加之患有脑
血栓难以自理。李秀君便无怨无悔
地照顾了近四年时间，直到2020年
大伯哥因病去世。

荣誉加身不改质朴本
色，用勤劳双手为他人也
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生活

清贫忙碌的岁月没有磨灭李秀
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采访中她始
终乐观微笑，没有对生活的抱怨，只
有满满的感恩。

“大儿子婚后打工维持一家三
口的小日子，儿媳妇通情达理，在家
照看孩子，不用俺操心。小儿子刚
刚大学毕业在济南工作，村里搬迁
改造用不了多久就能住上宽敞明亮
的楼房。”李秀君笑呵呵地说，现在
赶上了国家好政策，咱农民也能领
养老金，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小区物业负责人韩传伟告诉记
者，李秀君捡钱的地方恰巧处于监
控盲区，她当时如果拿走了查都没
处查。

但事实上，李秀君从未动过丝
毫“据为己有”的心思。“咱老百姓丢
个百八十元钱还心疼，更别说几万
元了。人不能光为了钱，咱就权当

‘行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李秀
君笑着说。

小区居民听说保洁员李秀君捡
到数万元现金毫不动心的事迹，纷
纷为她点赞。为褒奖李秀君拾金不
昧的行为，其所在的物业公司不但
给予500元现金奖励，而且号召全
体职工向她学习。

近年来，李秀君的事迹被众多媒
体报道，也收获了不少荣誉。但这些
都没有改变李秀君质朴的本色。

“每天按时上岗，将自己负责的
区域清理干净，让业主舒心，这是自
己的本分。捡到东西第一时间送到
物业办公室，物归原主，更是自己的
分内事。”李秀君说，今后要更加不怕
苦累、勤恳工作，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第八届全省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李秀君：

清贫保洁员拾金不昧守护良善本色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周伟 魏晓 宋大伟 范宜成

1 月 12 日，滨城区清怡
小学一年级小学生在进行无
纸笔测试。

为积极落实“双减”政
策，滨城区清怡小学组织开
展一、二年级小学生无纸笔
测试，学校融合知识性、趣味
性、益智性于一体，通过趣味
闯关、创意评价等方式寓教
于乐、寓“考”于乐，强化所学
知识的运用，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滨州日报/滨州网通
讯员 初宝瑞 王秀珍 摄影）

无纸笔测试
寓“考”于乐

近段时间以来，国内多个省
份出现疫情，防控形势越发严峻
复杂。尤其是天津发生的疫情，
对我市的疫情防控带来很大压
力。滨州在天津人员较多，春节
将至，打工者要回家、求学者要返
乡，人员流动性加大，聚集性因素
增多，给疫情防控带来很多不确
定因素，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严
重后果。当前形势下，“听话”是
最好的防疫措施。

部门要“听话”。一稳皆稳、
一失皆失，防控人员听从防疫安
排严把“关口”责无旁贷。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到一线检查指导
疫情防控工作时，就明确要求，各
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底线
思维和风险意识，想尽一切办法，
穷尽一切手段，全力以赴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特别要加大
重点地区入滨返滨人员的排查检
测力度，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地将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有
了两年的防控经验，只要各级各
部门勠力同心、密切配合，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就
能够掌握主动，把握住防控大局。

市民要“听话”。织密织牢疫
情防控这张大网，不仅仅是政府
部门的事，更是每一位市民义不
容辞的责任。所谓千里之堤毁于
蚁穴，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漏
洞，整个防控形势将面临严峻挑
战。从保护家人、保护自己、保护
亲朋好友身体健康的角度考虑，
大家在此关键节点，最需要做的，
就是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落
实相关防控措施。身在滨州的，
做到尽量减少外出，非必要不离
滨；婚丧嫁娶简办，减少人员聚
集；主动接种疫苗，筑牢防疫屏
障；日常生活中也要做好个人防
护，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
风、不扎堆、不聚集、少聚餐等良
好卫生习惯，自觉遵守公共场所
防控措施。身在外地的，应以大
局、大家为重，暂缓来滨返滨，就
地守岁过年；确需来滨返滨的，
也应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
（村）和单位报备，并配合做好集
中隔离、核酸检测、医学观察等
防控措施。疫情面前，人人都是
防线，多一分用心，就少一分风
险。

疫情无情，预防先行。让我
们大家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
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外防
输入、内防扩散，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共同筑牢疫情防护
屏障，守护好过一个安全、祥和
春节的良好环境。

“听话”是最好的防疫措施
管林忠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高倩 报道）2022年
是持续推动市城区“一城一网”

“一环一纵”供热规划全面落地
的关键一年，同时为有效应对三
九寒冷天气、切实保障春节期间
市城区供热能力，1月 6日和 8
日，滨州热力有限公司按照打造

“一张热网”可分、可组、可控的
战略路径，分两次投运大唐二线
高温水主管网。

投运过程中，滨州热力有限
公司总调度利用线上智慧供热
平台提供的数据进行研判指挥，
现场人员根据指令进行操作。
顺利投运后，大唐一线主管网辐
射区域690万平方米，大唐二线
辐射区域636万平方米，西首站
辐射区域732万平方米、南首站
辐射区域415万平方米。

大唐二线主管网作为“一环

一纵”中关键的“一纵”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顺利投运对滨州热力
擘画“一城一网”新供热格局、打
造“多热源联网联供、安全可靠、
稳定高效”的城市供热体系具有
里程碑意义。

随着大唐二线主管网的投
运，市区“以大唐热源为主的市
城区东北部”“大唐和滨化热源
联供的东南部”“以魏桥热源为
主的西部地区”（其中魏桥热源
辐射区域分为西首站和南首站）
的供热三大区域、四个版块分区
更加合理，热源分配、供热半径
实现跨越式优化。

同时，大唐二线主管网的投
运一举解决了既有高温水主管网
平衡效率低、渤海十一路周边区域
因处于原东西区管网末端而导致
的供热效果不理想等问题，满足了
新立河两侧快速增长的供热需求。

此外，随着供热管网输配能
力增强，大唐二线主管网分担了
既有高温水主管网的运行压力，
即使遇寒冷天气时，站网保持中
位运行仍可满足供热需求，进一
步提升了市城区供热站网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

大唐二线高温水主管网
顺利投运
滨州城区供热热源分配、供热半径实现跨越式优化

2021年滨州“三农”故事之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
中岳 报道）隆冬时节，在滨城区
三河湖实验小学，室外滴水成冰，
而教室里却温暖如春，600多名
师生惬意而舒适地工作学习生
活。改变这一切的，正是教学楼
整体配装的36台“日昇源太阳能
空调”。

2021年入冬前，三河湖教委
考察比较了多种供暖方式，最后
确定为实验小学教学楼全部配装
最先进的太阳能空调。这种空调
在白天阳光充足时几乎不花钱,
即使在阴天和夜间，已全面优化
的运行系统也可以大大降低设备
能耗，提升运行效能，实现24小
时节能运行。使用太阳能空调，
在保证取暖效果的基础上实现了
节能减排，使该校走在了“绿色低
碳校园”建设的前列。

这款口碑爆棚的太阳能空
调，由日昇源能源集团开发。“日
昇源能源集团”是国内新能源领
域的科技领军企业，总部位于上
海，主营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制造、
能源系统解决方案以及太阳能取
暖、光伏、风能、多能互补等，是
2020年我市的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该企业长期坚持“不第一就
唯一”的科技创新理念，在新能源
领域持续发力，科研团队长期与
德国弗劳恩·霍夫国家应用科学
院、清华大学、中科院等世界一流
的科研机构合作，目前已取得国
内外各类专利43项，设立了市级
太阳能光热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产品被山东省能源局列为“能
源领域重点技术产品”。

“太阳能是取之不尽、能量最
大的可再生清洁能源，日昇源在

这个领域坚持科研投入，目前已
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急速吸放
热材料，并应用太阳能光热技术，
对传统空调进行了全面改造。”日
昇源开发公司总经理付海青介
绍，日昇源太阳能空调采取增焓
变频技术和先进的太阳光热技
术，使空调系统始终保持高效节
能状态，取暖效果好、安全洁净、
冷暖两用，关键是群众使用成本
低，平均1小时用不了1度电，是
真正“百姓用得起，政府补得起”
的清洁供暖产品。2021年，日昇
源太阳能空调获得了“科创中国”
大赛“绿色低碳”组金奖。

目前，这种超级节能的新型
空调已在新疆、青海、内蒙古、西
藏、甘肃等多地的清洁供暖改造
项目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受到当
地政府部门和群众的高度认可。
滨州的一些单位和群众成为了使
用这种空调取暖的直接受益者。

和三河湖实验小学一样用上
太阳能空调的，还有沾化区冯家
镇南赵村卫生室。村医赵殿岭
说：“往年冬天卫生室都是烧煤取
暖，不仅不卫生，取暖效果也不够
好。自从装上了太阳能空调，卫
生室里更暖和了、更干净了，群众
的就医体验得到了极大提升。”

2021年一入冬，冯家镇白家
村的白连雪就给母亲的房间装上
了太阳能空调。他说：“以前冬天
母亲就是点炉子，通过烧棉柴、烧
煤等手段取暖，现在母亲上了岁
数，电炉子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
给她装上了太阳能空调，不仅室
温有保障，还更安全、卫生。而且
太阳能空调还省钱，开一天也花
不了几块钱。”

日昇源太阳能空调
送来低碳绿色“暖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