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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阳信县大力推进梨
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加快推
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效提升
了阳信鸭梨产业核心竞争力，推进
品牌形象重塑。

直面发展现实问题，
明确“种好梨，出好品，打
好牌”工作着力点

阳信鸭梨迄今已有1300多年
的栽培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由于与农作物种植相比，鸭梨产业
收益更为可观，在一段时期1亩鸭
梨收益可抵 10 亩其他农作物收
益，成为农民致富的好产业。阳信
鸭梨先后荣获中国农业博览会金
奖、山东省名牌农产品、全国绿色
农业十佳果品地标品牌等荣誉称
号。

然而，近年来，随着水果品种日
益丰富和产量快速增长，阳信鸭梨
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集约化程度
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新品种
少、缺少特色果业发展项目支撑等
问题显现，梨农收入减少，种梨积极
性降低。

为此，2021 年阳信县印发了
《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鸭梨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
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赵
保义介绍：“三年行动方案按照‘保
老、建新、促长’的工作思路，以‘种
好梨，出好品，打好牌’为着力点，抓
龙头、带产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大力实施品牌重塑提升战略，全面
提升阳信鸭梨产业核心竞争力，逐
步建立起‘做给梨农看、带着梨农
干、领着梨农赚’有为政府与有效市
场密切配合的梨产业发展格局，实
现重塑‘中国鸭梨之乡’辉煌和向

‘中国名梨之乡’转变的目标。”

引进新品种新技术，
发展和更新改良现代梨园
8900亩

近日，记者来到阳信县康源富
硒梨种植合作社梨园，负责人李洪
新和员工正忙着采摘。他高兴地
说：“梨园占地 60 亩，亩产能到
3500公斤，今年预计销售收入70
万元。”原来，在市县两级农业农村
部门指导下，梨园引进了“新梨七
号”（媚梨）、“绿宝石”、“秋月”等新
品种，实现了早中晚熟错峰上市。

“现在我的园子里，7月采摘‘绿宝
石’，8月采摘‘新梨七号’，9月采摘

‘秋月’，9月中旬以后采摘鸭梨。
去年生产的梨果进入了粤港湾大湾
区‘菜篮子’。”

李洪新介绍，8月份成熟的“新
梨七号”香甜酥脆、肉质细腻，是以
库尔勒香梨为母本、早酥梨为父本
进行有性杂交，选育出的早熟品种；
即将成熟的秋月梨糖度十分高。这
两个品种都深受消费者青睐，现在
市场前景十分看好。

阳信县将科技引领作为梨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工程，积极推动
开展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
究所、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果树研
究所、青岛农业大学战略合作，以4
万亩老梨园为基础，突出合作社和
企业龙头带动作用，大力推广“一优
二改三减四提高”新模式，即优良品
种，改良土壤、改良树型，减施化肥、
减喷农药、减少用工，提高果实品

质、提高果农收入、提高果业经济效
益、提高果园生态效益，实现老梨园
增产提质增效。

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新发展
和更新改良现代梨园8900亩，其中
改接新品种2178亩；建设高标准精
品示范园6处、梨果产业发展合作
社56个、家庭农场9个，鸭梨绿色食
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达到1万
亩、鸭梨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2万
亩、鸭梨出口商检注册果园1.5万
亩。全县现有鸭梨、早酥梨、丰水
梨、秋月梨、黄冠梨、玉露香梨、新梨
七号等50余个品种。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打造阳信梨精深加工特色
产业

在唯美梨醋（山东）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记者看到公司董事长张洪
霞正在直播间向网友热情推介鸭梨
果醋。她反复、着重强调该产品没
有添加水、色素、香精、添加剂，采用
阳信优质梨果发酵后以古法酿造而
成。为确保果品质量，生产选果阶
段要通过13项标准检验。除了醋
饮，她还计划推出以梨果为原材料
的微醺、气泡等酒饮品，并将尽快启
动二期建设，促进阳信梨果一二三
产业融合，打造阳信梨产业循环经

济样板。
以优质梨果生产为基础，阳信

县积极配套扶持政策，加大对唯美、
鼎致、启康元等企业扶持力度，不断
拉长拉深梨产业链条，丰富梨醋、酵
素、果酒等产品类型，扩大企业产
能；同时，加大双招双引力度，积极
与知名果商、企业合作，引进好项
目，增强梨产业发展后劲，走出贮藏
保鲜、精深加工特色发展之路。阳
信县还整合百年梨园、水韵梨乡等
资源优势，撬动社会资本，投资建设
具备乡村体验、娱乐养生和科普教
育等功能的全国知名梨文化创意休
闲旅游区。

截至目前，阳信县已发展涉梨企
业10家，其中贮藏保鲜企业3家，累
计建设恒温库193座，库容量达4万
吨，使销售供应期延长至8个月；梨
深加工企业5家，主要产品为梨醋、
醋饮、梨膏、梨酒、梨花茶等，2021
年实现梨深加工产值1.48亿元。

带动全市梨产业提质
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按照《阳信县梨产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下一步，阳信县
将进一步落实好鸭梨产业高质量发
展扶持政策，提高梨农、涉梨企业和
合作社科学种植及应用新技术栽培
积极性；深入推进阳信鸭梨地方特
色农产品保险扩面提标，增强产业
抗风险能力；积极争取梨产业发展
项目落地，确保到2023年，全县发
展现代示范果园2000亩以上，发展
引领性经营主体、种植大户、龙头企
业50家以上，促进梨产业动能转
换。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果业发展
技术指导科科长郭树河表示，阳信
县通过实施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科技支撑、
龙头示范带动、三产融合发展模式，
梨产业品种调优、品质提升、品牌塑
造效果明显，有力提升了我市梨产
业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如何“种好梨，出好品，打好牌”
阳信实施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旭 张子强 李林 通讯员 赵菲 杨超 实习生 王凤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孙磊平 通讯员 张路生 邵玉
丽 报道）9月17日，全省棉花病虫
害全程绿色高效防控技术培训会
议在滨城区举行。会上，来自全省
棉花重点种植区农技推广专业技
术人员、全省棉花病虫害全程绿色
高效防控协同示范与推广项目组
成员、棉花种植大户集中观摩了滨
城区示范区。

会议期间，来自山东棉花研究
中心、省农业科学院天敌昆虫研发
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围绕《山东省棉
花产业现状及技术发展方向》《赤
眼蜂农作物害虫防治技术》《除草
剂科学合理使用技术》等主题进行
授课。

据悉，近年来，随着气候条件
的变化及转基因抗虫棉的持续推
广应用，棉花病虫草害发生呈现新
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棉铃虫
的危害得到控制，但盲蝽蟓、烟粉
虱、蓟马等次要害虫危害上升，发
展较快；棉花铃病、黄萎病和苗期
立枯病危害有加重趋势；同时，随
着棉花种植模式多样化，棉田杂草
种类增多，抗性增强，防治难度增
加。以上问题严重影响了棉花产
量和质量，加大了农药残留风险和

生态环境污染。
为推进棉花生产“绿色、节约、

高质、高效”，我省植保系统广大科
技工作者经过多年联合协同攻关，
制定了棉花高毒农药替代品种交
替轮换科学用药技术、棉田蚜虫天
敌田间释放、棉田农药减量增效等
技术规范规程，筛选了高效种衣
剂、新型棉田除草剂、杀菌剂、杀虫
剂、生防菌等多项技术产品，结合
轻简栽培技术，优化集成了棉花病
虫害全程绿色高效防控技术模式，
建立了“推广部门+科研院所+示
范站点+新型经营主体+专业化防
治服务组织”产学研推服协同一体
的新型推广体系。我市无棣县和
滨城区建立了2个示范区，核心示
范面积1000亩，辐射带动1万亩。

截至目前，我市棉花病虫害全
程绿色高效防控协同示范与推广
示范区通过科学使用农药、应用新
型植保机械、生态调控、生物防治
和理化诱控等措施，取得了棉花产
量和品质显著提高、棉田生态明显
改善、棉农种植效益有效提高等良
好成效。其中，棉花农药使用次数
比非示范区减少2至3次，农药使
用量减少15%以上；预计棉花产量
高于县（区）平均单产5%以上。

滨州示范棉花病虫害
全程绿色高效防控技术
模式成效显著

棉花产量和品质显著提高、棉田生
态明显改善、棉农种植效益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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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组 织 登 记 证 正 本 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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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底的一天
凌晨六点左右，在山东省无
棣县霍三里村邴秀亭捡拾
到一名女婴，弃婴裹着被
褥，身边放置一个奶瓶。现
女孩三周岁，身体状况良
好，但是不会说话。请该女

孩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到无棣县公安局
海丰派出所认领。

电话：0543-2256928
公告期限：30日

无棣县公安局海丰派出所
2022年9月22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定于2022年9
月29日上午10时起在滨州公共资源产权
（要素）交易大厅http://jypt.bzggzyjy.cn/
JingJiaMidBoot/html/cqbiaodilist.
html）以网络动态报价方式公开处置1.五粮
液白酒第一批二宗（该批白酒已经由四川省
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鉴定全部为原厂
正品，并有该公司2022年6月17日出具的
鉴定证明）；2.车辆处置一辆（奥迪），处置车
辆不含号牌。自由报价期：自2022年9月
22日10时起，限时报价期：自2022年9月
29日10时起。

符合竞买方资格要求（详情参见交易大
厅）的竞买申请人须提前注册登录滨州公共
资源产权（要素）交易大厅提交竞买申请，自
动获取账号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
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2年9月

28日16时（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本次公
告所涉及资产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通过网
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即时到账（竞买申请人名
称和交款方名称须一致）。

竞得入选人须在竞价结束后登陆竞价
平台进行身份验证，同时下载成交确认书并
在买受人处盖章（或签字），携带本人（单位）
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到标的所在单位办
理成交确认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9月27日-9月
28日（具体看样要求详见交易大厅）

展示地点：山东滨州粮食和物资储备集
团有限公司（滨州市高新区高十二路516号）

展示电话：13371338628
中心地址：滨州市黄河八路355号
中心电话：0543—3165921 3165536
技术支持电话：0543-3165525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9月22日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

9 月 15 日，在邹平市韩
店镇韩店水库，工人们热火
朝天地进行捕鱼作业。

近年来，韩店镇多措并
举持续推进河湖长制走深走
实，强化水源地管理和保护，
在占地面积 7700 余亩的韩
店水库高效有序开展“人放
天养、以鱼养水”生态养殖，
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
展良性互补。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
员 霍广 张跃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李林 通讯员 杨建红 报道）近
日，记者在位于无棣县车王镇的丰
香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厂区看
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好
粮油示范企业”“农业产业化省级
重点龙头企业”等荣誉称号赫然

“上墙”；公司展厅内分类陈列着出
口欧美、亚洲系列产品，创意展板
和相关文物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芝麻
文化。

公 司 负 责 人 王 子 建 介 绍 ，
2012年成立以来，公司践行“丰
裕生活，香飘万家”企业使命和

“科技先行、绿色种植、标准生
产、健康产业”经营理念，开发生
产的芝麻系列产品深受消费者青
睐，当前一批百万元订单正准备装
箱运往粤港澳大湾区。

王子建介绍，公司现有芝麻
油、芝麻酱、芝麻粉、熟芝麻、花
生酱五大类上百个品种。“丰香
园”牌小磨香油、芝麻酱被中国绿
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A级绿色食
品，“丰香园”被认定为山东知名

农产品品牌。公司产品出口50多
个国家，芝麻食品出口量连续三年
位列山东省前三名。2021年，公
司生产的儿童辅食芝麻产品被认定
为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丰香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绿色、有机食品标准化种植、

生产加工、研发、出口销售于一体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现拥有
省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市级
企业技术中心、市级工程实验室等
5个创新平台，与齐鲁工业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山东农科院建立
了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拥有发明

专利达6项、实用新型专利27项。
该公司在无棣县车王镇和柳堡

镇建立了22000亩芝麻原料生产基
地。公司依据《芝麻标准化种植技
术规程》《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
则》《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等
标准与农户签定收购合同，由公司
向农户下达生产计划和质量标准，
并为农户生产提供包括种子供应、
生产资料、技术培训、植物防疫检
疫等服务，对肥料、农药、薄膜等
生产资料实行统一供应、统一管
理，进而实现芝麻种植管理科学
化、标准化、规范化，切实保障了
优质原料芝麻供应，也提高了农户
收益。

王子建表示，公司将紧抓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
略机遇，依托万亩标准化绿色芝麻
种植基地，加强科技研发力度，推
动公司经营向多元化发展，进一步
提升芝麻产业带动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能力，为乡村振兴贡献力
量。

丰香园芝麻产品出口量连续三年居全省前三

生态水库鱼丰收 热火朝天捕鱼忙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孙磊平 报道）近日，记者在
滨城区三河湖镇天鑫地铭水蛭养
殖基地看到，一串串体型肥硕的
水蛭被成片晾晒。负责人杨铠铭
介绍：“当前养殖基地进入收获旺
季，数十名工人每天紧张忙碌，
160亩水蛭已收获过半。”

水蛭俗名蚂蟥，主要在内陆
淡水水域生长繁殖，其中宽体金
线蛭、茶色蛭及日本医蛭干燥的
动物全体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认定为中药药材，具有治疗
中风、高血压、清瘀、闭经、跌
打损伤等功效，市场需求大。

2017年，看到商机的杨铠铭
大胆尝试，从南方引进宽体金线
蛭母体养殖，当年收入十余万
元。2019年，杨铠铭发起成立天
鑫地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不
断扩大养殖面积。他悉心研究水
蛭生活习性，对水蛭养殖槽进行
了多次改进，取得良好效果。
2021年，杨铠铭发明的“一种水
蛭室外养殖槽”“一种宽体金钱蛭

高密度养殖槽”均获批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以天鑫地铭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为基础，滨城区渔业资源服
务中心积极开展科技服务，推进
南方优质水蛭种苗实现本土化，
规范了亲本、育苗、养殖等技术
环节，并鼓励合作社申请水蛭加工
相关资质，助力提升水蛭养殖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天鑫地铭
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及两个延伸
孵化基地室外水蛭养殖区宽体金
线蛭养殖规模达到500亩，今年可
实现产值3000余万元。

滨城区渔业资源服务中心副
主任李俊鹏表示，水蛭养殖作为
滨城区特色渔业项目，丰富了渔
业发展内涵，示范带动全区城郊
型渔业发展，对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下一步，该
中心将以党建引领，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加快水蛭饲料田螺的
繁育推广，提升水蛭深加工能
力，切实做强做优产业。

滨城区500亩水蛭
进入收获旺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