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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寨镇240万元扮靓县界节点风貌带

国国道道222200风风景景长长廊廊再再添添新新景景观观
孙耿镇多措并举

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杨擎 通讯
员 吴莎莎） 五月份以来，降水较之往
年显著增多，孙耿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积极备战，防汛工作迅速提上日程，以确
保汛期全乡生产生活安全。

“我们首先成立了以镇长任组长的
防汛指挥部，镇村两级签订防汛责任书，
层层落实，责任到人。”孙耿镇相关负责
人说，要求全体机关干部身体力行，深入
一线，确保工作不出现疏漏。

同时，孙耿镇在现有防汛工作的基
础上进一步查找薄弱环节，重点做好险
村、险户及容易形成内涝的低洼地段的
险情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逐一及时整改，
镇指挥部负责调度帮促。

针对个别地段排涝不畅的问题，积
极发动村民进行了强有力的清淤工程队
伍清除沟渠淤积物，低涝地段地通沟、沟
通河，安全度汛。

此外，孙耿镇成立30人的抢险队伍，
100人的预备队伍。并购置铁锨、编织袋
等防汛物资，并对防汛物资实行定点储
存、专人看管。严格落实专人值班制度，
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张健 通讯员 李世忠） 崔
寨镇投资240万元打造县界节
点风貌带，重点对220国道沿
线多处路段进行了绿化提升，
总长4公里、总面积10000余平
方米，为国道220风景长廊再
添新景观。

正值初夏时节，记者行走
国道220沿线崔寨镇路段，路
两边绿树青翠欲滴，盛开的鲜
花点缀其间，乔灌木层次错落
有致，禁不住想起了有篇文
章中描写的：“车在路上走，
人在画中游，画在心中留”
的美文。车很快行驶到了县
界节点三义、南赵路段，县
界绿化节点一派繁忙，工人
师傅正在忙着运送树株、有的
忙着挖树坑、有的正在给新栽
的树株浇水。

据了解，自国道220沿线
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崔寨
镇党委、政府按照县委、县政
府关于“打造220国道城市景
观道路”的有关要求，结合《崔
寨镇城镇发展总体规划》，重点
对220国道沿线多处节点进行
了绿化提升，总长4公里、总面
积10000余平方米，部分路段铺
设了人行道，打造了解营路至
英才学院、镇驻地、中心大街、
徐家国道、邢渡等多个220国
道沿线绿化节点，极大改善了

崔寨镇国道220沿线的环境。
去年以来，崔寨镇结合

《崔寨镇城镇发展总体规划》，
就220沿线县界节点绿化工作
进行重新定位。县界节点绿化
工程投资240万元（其中：土建
140万元、绿化100万元），该工
程位于济阳县与天桥区结界
处国道220线两侧，路南长度

540米，路北长度640米，外调
土方20000立方米，地下管涵
长度1180米，铺装面积2140平
方米，绿化面积7500平方米。

据了解，土建项目总投资
140万元，由镇政府组织设计、
实施，由济阳县宏阳招标代理
公司负责招投标，济南鑫鹏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山

东润宏咨询有限公司济南分
公司负责工程监理，工程自
2014年4月开工，2014年6月竣
工。绿化工程总投资100万元，
此工程由山东招标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招投标，济南天一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工
程自今年4月开工，5月底将全
部竣工。

合作社发展水稻

流转土地3000亩

本报5月28日讯（通讯员 贺佩彬
记者 梁越）“济阳黄河大米”品牌享
誉国内，近年来却由于人工费用增加等
原因，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为此，济阳街
道借助4家合作社流转3000亩土地发展
水稻种植业。

记者近日来到济阳街道王集村的科
亮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看到工人从水稻
育苗机的一端将空秧盘放到传输带上，机
器自动在盘里填加育苗基质、浇水、撒种
和覆土，一旁的拖拉机将秧盘运往田地
里，由工人整齐地摆放在育苗床上。

“一台育苗机，仅需10个人操作，一
天就可育苗100亩，而传统人工育苗，10

个人一天最多能育7、8亩地。”合作社负
责人王继亮介绍说，机械育苗可大大减
轻稻农的劳动强度。

人工水稻种植费用高，每亩育苗加
插秧大约需要近500元。相比之下，合作
社育苗带插秧每亩仅收取农户200余元。
此外，水稻标准化种植还能节省稻种，提
高田间通风度，从而提高水稻产量。

据了解，济阳街道现有承担水稻机
械化种植项目的合作社有苇园、徐家湾、
王集和高楼等四个村。自去年以来，该街
道4家合作社已流转土地3000亩，用于水
稻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均起到
良好的示范作用。

九阳豆浆机

落户开发区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杨擎 通讯
员 朱超） 近日，九阳豆浆机项目和欧
克家具二期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开发区。
九阳豆浆机项目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 . 46

亿元，欧克家具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可实
现销售收入7亿元。

今年以来，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的严峻形势下，济北开发区牢牢抓住项目
建设不放松，全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先
后多次赴北京、上海、南京、南昌等地开展
招商洽谈活动，储备了一大批优质项目。

据了解，九阳豆浆机项目由济南兴
田塑胶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 . 1亿
元，建设规模2 . 7万平方米，项目投产后，
年产豆浆机150万台，EPS泡沫包装板500

吨，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 . 46亿元。
“该项目用地为三和生物闲置地块，

是开发区盘活土地资源的又一新成果。”
济北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欧克家具二期项目主要为新型
实木家具规模化生产项目，年产20万件高
档实木家具，总投资3 . 5亿元，建设规模12

万平方米，该项目投产后，年可实现销售
收入7亿元。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张健） 近日，垛石镇首届西
瓜采摘节在济阳县垛石镇举
行，垛石镇现代农业示范园
的盛禾农业园内，来自各地
市的市民对该示范园的富硒
西瓜赞不绝口。盛禾农业西
瓜采摘活动将持续一个多月
的时间。

记者来到垛石镇现代农
业示范园时，前来采摘西瓜
的车辆已经排起了长龙，主
要以济南和济阳县城的市民
为主，甘甜爽口的富硒西瓜
也引来了北京、天津、菏泽等
外地客户。

连栋富硒西瓜棚内人头
攒动，来自济南的孙女士说：

“我们一共来了五口人，主要

是让孩子亲近自然，早上从
市区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
这里，很好找很方便，西瓜的
口感也是非常爽口，孩子和
老人都非常喜欢。”

“主要想过来见识一下，
听说是全省最大的大棚。”济
阳市民王先生说，在自己家
门口，有这么先进的大棚，就
带孩子过来玩玩，再给家人
带几箱西瓜回去，连栋大棚
的头茬西瓜品质也很好。

据了解，盛禾农业园内
的西瓜采摘节将持续一个月时
间，25万斤优质的富硒西瓜可
供市民挑选。还等什么，驾上爱
车，带上家人，沿S248线往北直
走约4公里，西行200米就能摘
到甘甜的富硒西瓜了。

““连连栋栋大大棚棚富富硒硒西西瓜瓜口口感感真真好好””
济阳现代农业园举办西瓜采摘节

本报 5月 2 8日讯（记者
梁越） 今年 5月是全省

首个路政宣传月，25日济阳
县公路局工作人员陆续到
政务中心广场、青宁集以及
山东英才学院为市民发放
路政宣传材料，还重点对国
道220崔寨段两侧香瓜摊进
行整治。

25日上午7时许，济阳县
公路局工作人员来到政务中
心广场，并向过往的市民发
放《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路
法 》、《 山 东 省 公 路 路 政 条
例》、《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
宣传资料，市民也借此咨询
路政问题。

为扩大宣传效果，济阳
县公路局工作人员还来到
市民较为集中的青宁集市
以及山东英才学院。“我经
常出差在外，一直想办理高
速公路通行证，却不知道如

何办理，这次终于有机会可
以咨询了。”附近村民李先
生说。

此外，国道220崔寨段两

侧聚集众多香瓜摊，密集处50
米有3家摊贩。据悉，这些摊
贩均是附近的村民，每到 5
月香瓜上市之际，种植户便

占用国道220人行道摆摊设
点向过往市民出售香瓜，给
车辆和行人带来较大的安全
隐患。

为此，本次活动的重点
则是整治国道220崔寨段两
侧的香瓜摊。执法人员出现
时，种植户迅速将摆放在外
面的香瓜放至箱内，并将遮
阳伞折叠，骑上电动三轮车
佯装回家，却在花池某个角
落藏匿，待执法人员走后又
继续出售香瓜。

执法人员称，该种行为
很常见，种植户并没有从根
本上意识到在国道两侧摆摊
的危险性，今后要加大执法
力度，如果摊主屡劝不改，将
会进一步采取没收、罚款等
强制措施。在此，执法人员呼
吁市民不要在国道两侧摆
摊，过往驾乘人员也尽量不
要下车购买商品。

县公路局整治220国道周边瓜果摊

国国道道两两侧侧香香瓜瓜摊摊，，屡屡劝劝不不改改将将罚罚款款

工人们正在220线部分路段进行绿化。

执法人员对国道两侧香瓜摊进行整治。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王先生带着孩子在西瓜棚采摘西瓜。 本报记者 张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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