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14日 星期一10
ECONOMIC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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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上接第一版））
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德州肯下大功夫德州肯下大功夫。。他们努力推动城他们努力推动城

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齐河县在齐河县，，他们在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覆盖他们在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覆盖。。
——建设村级公路建设村级公路403403公里公里，，形成了贯穿县乡村三级的形成了贯穿县乡村三级的

大交通网大交通网，，大力推动城乡交通一体化大力推动城乡交通一体化。。
——推动供水推动供水、、供热供热、、供气等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供气等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抓好抓好

城乡供水一体化城乡供水一体化，，让农民喝上了放心水让农民喝上了放心水。。
德州重点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设计和政策创新德州重点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设计和政策创新。。
他们努力追求者有三他们努力追求者有三：：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融合化雨露滋润融合化雨露滋润，，使德州的乡村振兴生机勃发使德州的乡村振兴生机勃发。。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1818日日，，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重大决策重大决策。。从此从此，，中华大地响彻中华大地响彻““产业兴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乡风文
明明、、治理有效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生活富裕””的雄壮旋律的雄壮旋律。。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818日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日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记者来到齐河记者来到齐河
县县，，走进山东鼎泰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走进山东鼎泰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鼎泰沣是个大型田鼎泰沣是个大型田
园综合体园综合体，，总经理孙京梅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总经理孙京梅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全国巾帼建
功标兵等荣誉功标兵等荣誉。。

鼎泰沣公司的办公大楼前鼎泰沣公司的办公大楼前，，割下的豆棵晾晒一地割下的豆棵晾晒一地，，金灿灿金灿灿
的玉米大片地铺展开去的玉米大片地铺展开去。。在这里忙碌的员工都是附近村的村在这里忙碌的员工都是附近村的村
民民，，以妇女为主以妇女为主，，围着黄的围着黄的、、白的白的、、蓝的头巾蓝的头巾，，干得都很带劲干得都很带劲。。

因为是星期日因为是星期日，，从济南等地来了不少旅游休闲的市民从济南等地来了不少旅游休闲的市民。。
热情的孙京梅招呼大家热情的孙京梅招呼大家：：““今天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三周年的今天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三周年的
日子日子，，咱们在这希望的田野上咱们在这希望的田野上，，唱支歌欢庆一下吧唱支歌欢庆一下吧。。””

于是于是，，城里来的城里来的、、农村里的农村里的，，围拢来放声歌唱……围拢来放声歌唱……

产业聚合产业聚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革，，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合发展。。””

农村产业应当是多元的农村产业应当是多元的。。要打破传统思维和产业格局要打破传统思维和产业格局，，
鼓励农村发展二三产业鼓励农村发展二三产业，，载体就是产业园区载体就是产业园区。。

““要通过三产融合要通过三产融合，，发展一批以农业为根基的新技术发展一批以农业为根基的新技术、、新新
产业产业、、新业态新业态、、新模式新模式，，提升农业价值链提升农业价值链，，开辟农民就业新岗开辟农民就业新岗
位位，，实现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实现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德州市副市长董绍辉说德州市副市长董绍辉说。。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产业兴旺是重点。。
乡村振兴融合化需要产业聚合乡村振兴融合化需要产业聚合。。德州因势利导德州因势利导，，建立园建立园

区区，，产业聚集产业聚集，，融合发展融合发展。。
这里有农业园区这里有农业园区，，有商贸园区有商贸园区，，有工业园区有工业园区，，有科技园区有科技园区，，

异彩纷呈异彩纷呈。。
布局区域化布局区域化、、产业园区化产业园区化、、企业集群化企业集群化、、产品品牌化已成产品品牌化已成

为德州农村经济发展的显著趋势为德州农村经济发展的显著趋势。。
投资投资4545亿元的禹城市伦镇三产融合生态循环农业示范亿元的禹城市伦镇三产融合生态循环农业示范

区区，，建设建设1010个项目个项目，，各项目相互关联各项目相互关联、、共赢发展共赢发展。。
在伦镇东君万头奶牛牧场在伦镇东君万头奶牛牧场，，东君乳业投资东君乳业投资11..8585亿元的资亿元的资

源化再利用项目源化再利用项目，，打造了集牧草种植打造了集牧草种植、、奶牛养殖奶牛养殖、、牛粪发酵制牛粪发酵制
沼发电沼发电、、废渣废液返田等闭合式生态循环产业链废渣废液返田等闭合式生态循环产业链，，促进农业促进农业

““接二连三接二连三”“”“跨二连三跨二连三”“”“三产融合三产融合””。。
乐陵市杨安镇被誉为乐陵市杨安镇被誉为““中国调料第一镇中国调料第一镇””，，产品出口欧美产品出口欧美、、

东南亚东南亚、、日本日本、、韩国等韩国等707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杨安镇采访在杨安镇采访，，谈谈
到这两年的变化到这两年的变化，，人们纷纷肯定人们纷纷肯定““融合队长融合队长””的作用的作用。。还有还有““融融
合队长合队长””？？

梁荣合梁荣合，，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是省派乐陵市是省派乐陵市
乡村振兴服务队队长乡村振兴服务队队长。。他给市里说融合他给市里说融合，，给镇上说融合给镇上说融合，，给村给村
里说融合里说融合；；他说要三产融合带动城乡融合他说要三产融合带动城乡融合；；他说生机在融合中他说生机在融合中
产生产生，，力量在融合中集聚……力量在融合中集聚……

梁荣合梁荣合““絮叨絮叨””融合融合、、促进融合促进融合。。融合与荣合发音都一样融合与荣合发音都一样，，
荣合队长荣合队长，，就喊成了就喊成了““融合队长融合队长””。。

杨安镇对辣椒杨安镇对辣椒、、大蒜等调味品的需求量非常大大蒜等调味品的需求量非常大，，但当地没但当地没
有形成规模化种植有形成规模化种植。。服务队提出并推进调味品特色农业种植服务队提出并推进调味品特色农业种植
基地建设基地建设，，辣椒辣椒、、大蒜种植渐成规模大蒜种植渐成规模——强调一产强调一产；；20192019年投年投
资资44..55亿元建设产业共享园亿元建设产业共享园，，形成调味品产业集群隆起带形成调味品产业集群隆起带——
强大二产强大二产；；搞会展搞会展，，做品牌做品牌，，打响打响““味都杨安味都杨安””——强化三产强化三产。。

实现三产融合发展实现三产融合发展，，杨安形成了杨安形成了““园村一体园村一体”“”“产村融合产村融合””
的格局的格局，，走出了新型城镇化路径走出了新型城镇化路径。。

无农不稳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工不富。。德州建设工业园区注重围绕全产德州建设工业园区注重围绕全产
业链一体化发展布局业链一体化发展布局，，产业集中度高产业集中度高，，延链强链补链延链强链补链，，各项目各项目
相互关联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相互支撑，，产业在和合共融中走上高端化之路产业在和合共融中走上高端化之路。。

陵城区糜镇党委书记孙长亮告诉记者陵城区糜镇党委书记孙长亮告诉记者，，他们的工业园区他们的工业园区
吸纳高档家具吸纳高档家具、、新型纤维等产业新型纤维等产业。。目前目前，，北控集团北控集团、、中化集团中化集团
等等5151家企业落户园区家企业落户园区，，吸纳就业吸纳就业70007000余人余人。。

在德州采访在德州采访，，或县城或县城，，或乡镇或乡镇，，或村庄或村庄，，或园区或园区，，或企业或企业，，满满
眼融合观不尽眼融合观不尽，，““千树万树梨花开千树万树梨花开””。。
——农旅融合农旅融合。。
鼎泰沣公司的生态农业园里鼎泰沣公司的生态农业园里，，聚合着种植业聚合着种植业、、养殖业养殖业、、加加

工业工业、、旅游业旅游业。。
星光因聚合而闪耀星光因聚合而闪耀，，产业因聚合而旺盛产业因聚合而旺盛。。
鼎泰沣农旅融合犹如水天一色鼎泰沣农旅融合犹如水天一色，，相映生辉相映生辉。。
春风是总指挥春风是总指挥，，花儿按照时令节拍尽情表演花儿按照时令节拍尽情表演，，合奏出一合奏出一

曲春天交响乐曲春天交响乐。。白色的玉兰开了白色的玉兰开了，，粉红的桃花开了粉红的桃花开了，，金黄的金黄的
油菜花开了油菜花开了，，紫色的二月兰开了……这样的乐园紫色的二月兰开了……这样的乐园，，令游客流令游客流
连忘返连忘返。。

游客来到这个园子里游客来到这个园子里，，感受雨泽顺时感受雨泽顺时、、果实丰饶的喜悦果实丰饶的喜悦，，
感受六畜兴旺感受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的美好五谷丰登的美好。。学生们捡树枝烧水学生们捡树枝烧水，，下水沟下水沟
摸鱼摸鱼，，爬树爬树，，薅草薅草，，刨地瓜刨地瓜，，拔萝卜拔萝卜，，在这里体验农家生活在这里体验农家生活。。

农旅融合农旅融合，，其乐融融其乐融融。。
——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创新链产业链融合。。
在武城在武城，，曾经的盐碱地难长庄稼曾经的盐碱地难长庄稼，，疯长贫穷疯长贫穷。。但武城人但武城人

不甘心受穷不甘心受穷。。在那特殊的年代在那特殊的年代，，他们悄悄把玻璃钢产业干了他们悄悄把玻璃钢产业干了
起来起来，，武城逐步发展成为武城逐步发展成为““玻璃钢县玻璃钢县””。。高质量发展的大潮澎高质量发展的大潮澎
湃湃，，小微企业除了不合乎环保要求必须关停外小微企业除了不合乎环保要求必须关停外，，还有别的出还有别的出
路吗路吗？？

敢于先行先试的武城敢于先行先试的武城，，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推动创新要推动创新要
素向企业集聚素向企业集聚。。

““中威共享通风超级工厂中威共享通风超级工厂””合作模式应运而生合作模式应运而生。。
““共享工厂共享工厂””就是把人力资源就是把人力资源、、土地厂房土地厂房、、资本资本、、企业家企业家、、技技

术术、、信息信息、、管理管理、、品牌等要素共享起来品牌等要素共享起来，，形成新的产业优势形成新的产业优势，，实实
现固定成本摊薄现固定成本摊薄，，变动成本降低变动成本降低，，边际成本趋向零边际成本趋向零。。

一大批小微企业联手中威一大批小微企业联手中威，，众多合伙人相互独立而又联众多合伙人相互独立而又联
结结，，成为命运共同体成为命运共同体，，共享共融共享共融，，聚集合力聚集合力。。

武城的大小融合武城的大小融合，，使分散向集中融合使分散向集中融合，，竞争向合作融合竞争向合作融合，，
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这种资源共享这种资源共享、、融合发展融合发展，，不是孤立的企业振兴不是孤立的企业振兴，，不是孤不是孤
立的乡村振兴立的乡村振兴，，推动的是一个区域的整体振兴推动的是一个区域的整体振兴。。

共享理念在德州大行其道共享理念在德州大行其道。。宁津县规划建设了宁津县规划建设了55个绿动个绿动
能共享园区能共享园区，，引导小微企业进区入园引导小微企业进区入园，，全部建成后可入驻全部建成后可入驻
10001000多家小微企业多家小微企业，，吸纳吸纳11..55万劳动力家门口就业万劳动力家门口就业。。

德州的乡村振兴融合化德州的乡村振兴融合化，，结合地域优势和农业农村现状结合地域优势和农业农村现状
特色特色，，探索产城融合探索产城融合、、农业内部融合农业内部融合、、产业延伸融合产业延伸融合、、功能拓展功能拓展
融合融合、、新技术渗透融合新技术渗透融合、、复合型融合等可复制复合型融合等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推广的经验
模式模式，，推进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在德州的一系列融合中在德州的一系列融合中，，数字融合数字融合，，就像花儿开在春风就像花儿开在春风
里里，，已经已经““无处不芬芳无处不芬芳、、无时不娇娆无时不娇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字技术强势崛数字技术强势崛
起起，，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德州顺应数字化德州顺应数字化、、网络化网络化、、智能化智能化
趋势趋势，，积极发展新业态积极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模式、、新聚合新聚合，，新生不已新生不已。。

庆云县的庆云县的““云云””让人印象深刻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以培育新电商新零售为切入点我们以培育新电商新零售为切入点，，积极探索积极探索‘‘网红直网红直

播经济播经济’’，，培育壮大网红队伍培育壮大网红队伍，，使使‘‘直播带货直播带货’’成为增强县域经成为增强县域经
济活力的新推手济活力的新推手。。””庆云县委书记王晓东说庆云县委书记王晓东说。。

庆云优化网络直播庆云优化网络直播““云课堂云课堂””，，打造智能云仓打造智能云仓。。以以““三农三农””
服务中心为载体服务中心为载体，，规划改造建设规划改造建设50005000平方米的网红创业孵化平方米的网红创业孵化
基地基地，，吸引吸引、、集聚国内优质直播机构入驻集聚国内优质直播机构入驻。。

手机成为新农具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直播成为新农活，，数据成为新农资数据成为新农资。。
20202020年年11月至月至55月月，，庆云县新增电商活跃主体庆云县新增电商活跃主体500500余家余家，，培育培育
发掘网络直播达人发掘网络直播达人200200余人余人，，实现电商网络零售额实现电商网络零售额55..8383亿元亿元。。

信息化与农业深度融合惠及农民信息化与农业深度融合惠及农民，，动动手指动动手指、、划划手机就划划手机就
能卖产品能卖产品。。

德州善融德州善融，，在农业中融入工业在农业中融入工业、、旅游旅游、、康养等现代产业康养等现代产业。。
这里农牧渔结合这里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一二三产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基本构建体系基本构建，，产业发展落到了促进农民增收上来产业发展落到了促进农民增收上来。。

在德州市意利特电子有限公司在德州市意利特电子有限公司，，刘加仓村村民刘俊英告诉刘加仓村村民刘俊英告诉
记者记者：：““我们家我们家66口人口人，，我在这当工人我在这当工人，，每月每月30003000多元多元；；丈夫是农丈夫是农
民民，，种着家里种着家里1717亩地亩地。。俺这是俺这是‘‘工农联盟工农联盟’’，，收入有保证收入有保证！！””

土地整合土地整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主线仍然
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完善农村土地所有完善农村土地所有
权权、、承包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三权分置，，在此前提下在此前提下，，推动土地经营权有推动土地经营权有
序流转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德州顺势而德州顺势而
为为，，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平原县看到了平原县看到了““一家一户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问题分散经营的问题：：形不成规模形不成规模
效应效应，，难以直接对接农业龙头企业难以直接对接农业龙头企业、、大型商超大型商超、、餐饮企业餐饮企业，，导致导致
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产品销售价格低农产品销售价格低。。

面对现实面对现实，，平原县在全面完成确权颁证基础上平原县在全面完成确权颁证基础上，，放活整合放活整合
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在禹城市在禹城市，，村民向记者讲述了曾经面临的问题村民向记者讲述了曾经面临的问题：：人均耕地人均耕地
不足不足11..88亩亩，，广阔田野被分割成小块广阔田野被分割成小块，，机械化作业受约束机械化作业受约束，，农业农业
种植收益低种植收益低，，一亩地一年纯收入比不上在外一星期的打工收一亩地一年纯收入比不上在外一星期的打工收
入入，，““8080后后””不想种地不想种地、、““9090后后””不懂种地不懂种地、、““0000后后””不问种地不问种地。。

农民老龄化问题突出农民老龄化问题突出，，在城镇化加速推进中在城镇化加速推进中，，种地是个全种地是个全
新挑战新挑战。。德州如何破解难题德州如何破解难题？？

谁来种地谁来种地？？
——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经农业企业等新型经

营主体营主体，，家庭经营家庭经营、、合作经营合作经营、、集体经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力企业经营共同发力。。
——以供销社为依托以供销社为依托，，建设具有土地托管建设具有土地托管、、智能配肥智能配肥、、农农

机作业机作业、、粮食烘干粮食烘干、、庄稼医院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为农服务中庄稼医院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为农服务中
心心。。20202020年年77月月，，农业托管服务面积达农业托管服务面积达170170多万亩多万亩。。

——交通交通、、科技科技、、商贸商贸、、邮政邮政、、农机农机、、植保植保、、供销等部门和国供销等部门和国
有企业有企业，，建立了一大批面向建立了一大批面向““三农三农””的基础服务组织的基础服务组织。。鼓励社鼓励社
会力量发展专业性服务公司会力量发展专业性服务公司，，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怎样种地怎样种地？？
——引导农村土地规范流转引导农村土地规范流转。。县县、、乡建立了农村土地流乡建立了农村土地流

转服务机构转服务机构，，引导开展土地转包引导开展土地转包、、出租出租、、互换互换、、转让转让、、股份合作股份合作
等多种流转方式等多种流转方式，，目前目前，，全市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达全市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达378378万万
亩亩，，占农户承包地面积的占农户承包地面积的4646%%。。

——党支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党支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一村一品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乡
一业一业。。

——创新实施农业生产托管模式创新实施农业生产托管模式。。在粮食生产耕播在粮食生产耕播、、植植
物保护物保护、、收获等主要环节收获等主要环节，，探索涵盖代旋耕探索涵盖代旋耕、、代机播代机播、、代田间管代田间管
理理、、代病虫害防治代病虫害防治、、代收割代收割、、代烘干代烘干、、代销售代销售、、代储藏等内容的代储藏等内容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模式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模式。。

截至截至20192019年年，，德州粮食生产已连续德州粮食生产已连续1616年丰产丰收年丰产丰收。。粮粮
食总产保持食总产保持100100亿斤以上水平亿斤以上水平。。

德州种地德州种地，，良种给力良种给力。。
在宁津在宁津，，走进山东良星种业总部走进山东良星种业总部，，公司董事长兼山东良星公司董事长兼山东良星

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刘俊升把记者领到玉米试验田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刘俊升把记者领到玉米试验田，，““看我的看我的
玉米长得多棒玉米长得多棒！！””

在公司一楼展室在公司一楼展室，，感受着良种之星星光闪闪感受着良种之星星光闪闪：：良星生产经良星生产经
营的品种都是自己研发营的品种都是自己研发，，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国审良星国审良星9999
小麦新品种是全国第一个由民企育成的国家标准对照品种小麦新品种是全国第一个由民企育成的国家标准对照品种；；
国审良星国审良星6666小麦新品种是全国首个在小麦新品种是全国首个在33个不同生态区审定推个不同生态区审定推
广的小麦品种广的小麦品种。。

““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刘俊升带领团队刘俊升带领团队
展开农业与科技融合的翅膀展开农业与科技融合的翅膀，，不断飞向新高度不断飞向新高度。。

乡村振兴不是孤岛凸起乡村振兴不是孤岛凸起，，而是与城镇化相适应的振兴而是与城镇化相适应的振兴，，是是
与区域化相适应的振兴与区域化相适应的振兴，，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振兴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振兴，，
是各种要素聚合的振兴是各种要素聚合的振兴。。

为此为此，，德州用好改革德州用好改革““强引擎强引擎””，，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

合合、、高效联动高效联动。。
武城改革武城改革，，敢做善为敢做善为：：
——在全国首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移备案制度在全国首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移备案制度，，

对在县域内城镇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发放对在县域内城镇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发放《《农村集体经济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转移备案证书织成员转移备案证书》，》，保障其宅基地使用权保障其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土地承包经营
权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以及这集体收益分配权以及这““三权三权””的合法继承权不变的合法继承权不变。。户口户口
或落到城镇或落到城镇，，或迁回原村或迁回原村，，来去自由来去自由、、进退有路进退有路。。

——办好办好““一证一证””，，为规范流转土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规范流转土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放发放《《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出具出具““一书一书””，，建立农地经营权价值建立农地经营权价值
评估机制评估机制，，为农业经营主体出具为农业经营主体出具《《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认定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认定
书书》；》；建立建立““一池一池””，，在全国首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在全国首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项目池项目池””
承接机制承接机制；；用好用好““一网一网””，，在全国率先建立农村综合产权信息共在全国率先建立农村综合产权信息共
享系统享系统。。

德州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德州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全面完成农村已全面完成农村
集体经营性资产清产核资和作股量化到人集体经营性资产清产核资和作股量化到人，，组建了股份经济组建了股份经济
合作社合作社，，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资源变资产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金资产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农民变股东，，探索了新型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探索了新型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经营规模化经营规模化、、服务社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服务社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土地规模经营的路径和方式多样土地规模经营的路径和方式多样，，德州最突出的是两个德州最突出的是两个

特点特点：：通过土地入股实现规模化通过土地入股实现规模化，，通过土地托管实现规模化通过土地托管实现规模化。。
通过党支部领办创办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党支部领办创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德州生动诠释了德州生动诠释了

““办好农村的事办好农村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党””。。
在经营方式上在经营方式上，，以合作社直接经营为主以合作社直接经营为主，，由由““两委两委””干部干部、、

社员代表选举产生的种植能手经营管理社员代表选举产生的种植能手经营管理。。
在运行机制上在运行机制上，，由乡镇建设为农服务中心对合作社实行由乡镇建设为农服务中心对合作社实行

耕耕、、种种、、收收、、烘干及化肥烘干及化肥、、农药农药、、植保等统一服务植保等统一服务。。
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意义在于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意义在于：：农业增值收益由成员共享农业增值收益由成员共享，，

可以与龙头企业平等谈判可以与龙头企业平等谈判，，加工增值部分必须惠及农户加工增值部分必须惠及农户。。
陵城区鼓励先进村与相邻的集体经济薄弱村陵城区鼓励先进村与相邻的集体经济薄弱村、、规模较小规模较小

的村成立区域党建联合体的村成立区域党建联合体，，以先进带后进以先进带后进，，用强村帮弱村用强村帮弱村，，助助
推乡村振兴推乡村振兴。。

三里河村三里河村，，20172017年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形式创办祥年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形式创办祥
程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程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临齐街道推动三里河村与周边村庄临齐街道推动三里河村与周边村庄
合作合作，，联合流转土地联合流转土地535535亩亩，，规模化种植韭菜和辣椒规模化种植韭菜和辣椒，，由祥程由祥程
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收益归各村收益归各村。。

联合起来力量大联合起来力量大，，小村需要大联合小村需要大联合。。邻近三里河村的侯邻近三里河村的侯
家村家村，，与其他与其他1515个经济薄弱村一起加盟个经济薄弱村一起加盟，，““农村区域党建联合农村区域党建联合
体体””释放出温暖的联合之光释放出温暖的联合之光。。

资源有效整合资源有效整合，，组织互联共建组织互联共建，，陵城区先后发展各类型联陵城区先后发展各类型联
合体合体3434个个，，覆盖村庄覆盖村庄317317个个，，可实现集体增收可实现集体增收20002000余万元余万元，，全全
区所有村庄集体经济将全部达到区所有村庄集体经济将全部达到33万元以上万元以上。。

德州德州234234家合作社主动对接家合作社主动对接7878家家““农字号农字号””龙头企业龙头企业，，调调
整产业结构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效农业发展高效农业、、订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等二三产订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等二三产
业业，，延长产业链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升价值链、、重构流通链重构流通链。。

陵城区的智慧农业大棚项目陵城区的智慧农业大棚项目，，由德州财金智慧农业科技由德州财金智慧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投资投资44..7373亿元亿元，，是亚洲单体面积最大的文是亚洲单体面积最大的文
洛式智能玻璃温室洛式智能玻璃温室。。通过物联网技术通过物联网技术，，项目实现全过程智能项目实现全过程智能
感知感知、、智能预警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决策、、智能分析智能分析。。该项目为当地农民提该项目为当地农民提
供供300300个至个至500500个就业岗位个就业岗位，，土地流转每年土地流转每年15001500元元//亩亩，，周边周边
农民进入农业工厂农民进入农业工厂，，每月可收入每月可收入35003500元至元至45004500元元。。

土地集约利用土地集约利用、、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集聚发展、、人口集中居住人口集中居住，，是现代经是现代经
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时势造就时势造就，，环境催生环境催生——德州发展家庭农场德州发展家庭农场41004100多家多家，，
其中省级示范农场其中省级示范农场2929家家。。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户100100
多万户多万户，，带动农户增收带动农户增收167167亿元亿元。。

有了土地整合的机缘有了土地整合的机缘，，多了种粮大户多了种粮大户，，多了种粮能手多了种粮能手。。
4848岁的禹城市东于村的村民张学斌流转了岁的禹城市东于村的村民张学斌流转了230230多亩地多亩地，，

收割机收割机、、旋耕车旋耕车、、打药车一一装备起来打药车一一装备起来。。管理着这些地管理着这些地，，不仅不仅
不用雇人不用雇人，，他还对外提供服务他还对外提供服务。。

““一年能挣多少钱一年能挣多少钱？？””
““十四五万元吧十四五万元吧。。””张学斌说张学斌说。。
德州市委副书记张传忠告诉记者德州市委副书记张传忠告诉记者，，““我们发展家庭经营我们发展家庭经营、、

集体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提
高农业的集约化高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专业化、、组织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社会化水平，，有效带动小农有效带动小农
户发展户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走共同富裕道路！！””

记者在夏津县郑保屯镇采访时记者在夏津县郑保屯镇采访时，，路经运河路经运河。。夕阳映水夕阳映水，，河河
近处的田野上还有村民在忙碌近处的田野上还有村民在忙碌。。

运河南北交通运河南北交通，，古今交融古今交融，，交而后通交而后通，，通而后融通而后融，，融而后融而后
合合。。由这条通道由这条通道，，想到德州乡村振兴想到德州乡村振兴，，其贵在通其贵在通：：

——制约机制打通制约机制打通，，要素流动畅通要素流动畅通，，城乡关系融通城乡关系融通，，上下上下
左右贯通左右贯通，，整体环节联通整体环节联通。。

一通百通一通百通。。听到家乡政策好听到家乡政策好，，孙京梅从北京回到齐河发孙京梅从北京回到齐河发
展展。。她拿出她拿出30003000万元资金创办鼎泰沣公司万元资金创办鼎泰沣公司。。这在这在20102010年的年的
刘桥乡流洪村刘桥乡流洪村，，是一件震动全村的大事是一件震动全村的大事。。

丈夫气得摔烂了遥控器丈夫气得摔烂了遥控器：：““我们在北京办企业办得好好我们在北京办企业办得好好
的的，，你跑回老家干农业你跑回老家干农业，，疯了疯了！！早晚你累死在地里早晚你累死在地里！！””

快快5050岁的人了岁的人了，，““疯疯””在地里在地里。。从小就喜欢唱的孙京梅从小就喜欢唱的孙京梅，，
哼唱着歌哼唱着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希望的田野上，，““为她打扮为她打扮，，为她梳妆为她梳妆””。。

一地的小土豆一地的小土豆，，她看着她看着，，像金豆豆像金豆豆、、银豆豆银豆豆。。““品相不好看品相不好看，，
可是是有机的可是是有机的，，好吃好吃！！””但是但是，，送到北京送到北京，，没人要没人要。。送到济南送到济南，，没没
人要人要。。送到齐河送到齐河，，没人要没人要。。

丈夫说丈夫说：：““就当就当30003000万元扔了万元扔了，，你快回来你快回来，，老实地唱你的老实地唱你的
‘‘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做了半辈子生意没赔过钱我做了半辈子生意没赔过钱，，非干下去不可非干下去不可！！””
““你是撞了南墙不回头你是撞了南墙不回头！！””
““我就要把南墙撞个洞我就要把南墙撞个洞，，钻过去钻过去！！””
决心很坚硬决心很坚硬，，没钱很柔软没钱很柔软。。她到处求人借钱她到处求人借钱。。
华店中学的老师华店中学的老师，，吃过她送来的有机土豆吃过她送来的有机土豆，，都说好吃都说好吃，，知知

道她到处给敬老院道她到处给敬老院、、给学校送土豆给学校送土豆，，知道她是好人知道她是好人。。老师们被老师们被
她的精神感动她的精神感动，，把工资凑了把工资凑了5656万元万元。。当存折递到孙京梅手里当存折递到孙京梅手里
的时候的时候，，这个倔强的这个倔强的、、能说会道的女子能说会道的女子，，泪滴落到存折上泪滴落到存折上，，一句一句
话说不出来……话说不出来……

在坚持中在坚持中，，孙京梅迎来了生态农业的灿烂孙京梅迎来了生态农业的灿烂，，感受到绿色发感受到绿色发
展的光明展的光明！！

人才汇合人才汇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要积极培
养本土人才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
层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人才汇合起来人才汇合起来，，人心凝合起来人心凝合起来，，要素整合起来要素整合起来，，力量综合力量综合
起来起来！！乡村振兴融合化乡村振兴融合化，，人才土壤要优化人才土壤要优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人才全面需要人才全面。。
阳光普照阳光普照，，万物生长万物生长；；全面教育全面教育，，普惠农民普惠农民。。德州重视整德州重视整

体提高农民素质体提高农民素质。。
德州制定了德州制定了““乡村振兴人才支撑计划乡村振兴人才支撑计划””，，畅达人才畅达人才、、智力智力、、

技术通道技术通道；；引进农业高端领军人才引进农业高端领军人才2323人人、、““三支一扶三支一扶””大学生大学生
18411841人人；；推荐农业科技领域人才申报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推荐农业科技领域人才申报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
程程，，认定凯盛浩丰等认定凯盛浩丰等1414家单位为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家单位为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实实
施施““三回三回””工程工程，，面向农村自主创业农民发放创业担保贷款面向农村自主创业农民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26326笔共笔共43944394万元万元、、面向返乡农民工发放面向返乡农民工发放982982笔共笔共1156211562
万元万元。。

乐陵形成了乐陵形成了““能人回乡能人回乡、、资金回流资金回流、、企业回迁企业回迁””的局面的局面。。目目
前前，，共有千余名在外人才返乡创业共有千余名在外人才返乡创业，，其中其中7474人进入村人进入村““两委两委””
班子班子，，3838人担任村人担任村““两委两委””主职干部主职干部。。

乐陵市委书记樊廷雷介绍了经验乐陵市委书记樊廷雷介绍了经验：：““搭建平台搭建平台、、拓宽渠道拓宽渠道，，
确保确保‘‘引得回引得回’’；；优化政策优化政策、、强化激励强化激励，，确保确保‘‘留得住留得住’’；；健全机健全机
制制、、提升能力提升能力，，确保确保‘‘有作为有作为’’。。””

——能人返乡显身手。
记者在临邑县兴隆镇祁家村采访了杨金刚。他1982年出

生，19岁开始闯北京，他的北京皇侍国际保安公司，拥有1400
多名员工。他回村创办山东凡霸农业发展公司，包了300亩
地。他种的无花果收成很好，1亩能有8000多元的利润。

（（下转第十一版下转第十一版））

位于山东德州市齐河县的鼎泰沣公司种植的玉米丰收，在此务工的村民与前来游玩的市民共同分享喜悦。 常德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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