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潍坊市寒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人员在采摘西瓜。 据新华社

10190 . 6亿元！
山东省统计局局
长辛树人告诉记
者，2020年山东农
业总产值突破一
万亿元，成为全国
首个农业总产值
过万亿元的省份。
自1990年开始，山东
农业总产值稳居全
国第一。在全球经
济下行和应对疫情
局面下,山东农业总
产值过万亿元，实
属难能可贵。

“十三五”期间以占全国约1%的淡水资源，灌溉了占全国约6%的耕地

农业总产值首破万亿，为何是山东

底子厚 品种全

一个辣椒有多少功能？在寿
光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集成示范
区 ，降 血 压 、高 维 C 、减 肥 辣
椒……十多种功能性辣椒品种让
人耳目一新。

一根海藻如何进入千家万
户？在青岛明月集团，海藻衍生出
了几十种产品：从酸奶、牛奶中使
用的海藻酸，再到糖果、蜜饯、果
冻等休闲食品。

山东是传统农业大省，农产
品品种繁多，“米袋子”“菜篮子”
等供给充足，不仅满足了省内需
求，还为全国稳产保供做出贡献。
尤其是蔬菜供应方面，占据了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相当
的市场份额。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去年
1月28日，满载350吨检测合格蔬
菜的14辆货车从寿光出发，这批
蔬菜无偿捐赠给武汉市，支援了
武汉抗击疫情。

石家庄疫情发生后，山东小
伙刘晓驾驶满载大白菜的货车从
兰陵县连夜赶到。刘晓说：“我想
第一时间把新鲜的大白菜送到石
家庄人民手里去，让他们吃上放
心菜。”

有人说，这不仅体现了山东人
的豪气，更源自农业大省的底气。

底气从何而来？数据显示，
“十三五”期间山东省以占全国约
1%的淡水资源,灌溉了占全国约

6%的耕地。粮食、肉类、水果、蔬
菜、水产品、花生产量分别占到全
国 8%、9%、10%、11%、13%和
16%。

科技强 品质优

一棵白菜卖到80元,很多人
不敢想。在潍坊市坊子区洼里村
玉棵松有机蔬菜智慧工厂里，10
层立体化盆栽种植让人感觉高科
技十足。“我们不用化肥、农药，全
部是农场自然生态循环，蔬菜都
是小时候的味道，均价卖到了30
元一斤。”洼里村党支部书记、玉
泉洼合作社负责人刘向东说。

“玉泉洼研发的智能种植床
技术突破了有机蔬菜需要三年转
换期的问题，产出的农产品当年

可达有机标准，有机蔬菜实现多
茬收割和立体种植，是‘技’更是

‘金’。”坊子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王
兆劼说。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吃
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健康，在科技
引领下，山东推动农品质提升、标
准化生产的步履不停。

10万亩“海水稻”实现了盐碱
地里稻花香；48座深远海智能化
坐底式网箱让海洋成为“沃野良
田”；手机、卫星成为新农机，直播
带货成为新农技，5G网络成为新
农基……

寿光农业农村局局长王立新
说，乘着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落户寿光的东风，蔬菜之乡对外
集成输出先进技术、生产标准以
及解决方案。每年，超过900万吨

蔬菜在这里交易，蔬菜总产值约
110亿元。

山东农业总产值起飞得益于
插上了科技的翅膀。2019年，山东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达 到
64.56%，高于全国5.36个百分点。

质量优、标准高、科技足的
“新农业”改变着山东，也注入了
发展的活力。最新海关数据显示，
2020年，山东农产品出口1257 . 4
亿元，同比增长1 . 9%，占全国农
产品出口总值的23 . 9%，出口值
再创历史新高。

链条长 品牌响

改革开放以来，源自潍坊的
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
等成为引领全国农业发展的风向

标。进入新时代，山东创新提升
“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
式”，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农业这个传统行当的链条拉
长，迸发出新动能、新活力。

潍坊菜农庄全海给零售商中
百大厨房供应新鲜蔬菜，价格高还
稳定。记者了解到，中百大厨房已
从单纯的三产零售业向二产加工
业、一产种植业延伸，成为农业“新
六产”，每年产值达40亿元，能带动
15万农民人均年增收上万元。

截至2019年底，山东省工商
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分别达到21万家和7 . 3万家；
农业龙头企业达到9600家，参与
产业化经营的农户超过1800万
户。“新六产”带动主体的不断壮
大，众多农业龙头企业的拉动，为
山东农业塑造农业产业化“升级
版”奠定了基础。

一直以来，山东农业多样性、
外向型优势明显，寿光蔬菜、菏泽
牡丹、德州扒鸡等名优特产在全
国享有盛名。近年来，山东以高效
特色品牌农业为突破口，农产品
溢价明显。

在潍坊市寒亭区，皮薄沙瓤
的郭牌西瓜卖出了100元一个的
高价，品牌叫响的郭牌西瓜，今年
产值能超过2亿元；在高青县，睡
软床、享按摩的黑牛的“身价”，一
头已超过10万元，价格不菲仍供
不应求。

在山东，无论“粮头食尾”还
是“农头工尾”，都在通过产业链
延伸、价值链提升、供应链贯通

“三链重构”，让经营农业获得更
多收益，描绘出一幅农业发展“齐
鲁风情画”。 据新华社

栖霞金矿事故生命救援通道开钻
钻孔口径710mm，将担负起逃生通道的功能

大众日报记者 董卿 赵洪杰
赵丰 从春龙 王世翔 张楠

4号钻孔代替3号
成为生命联络通道

记者了解到，3号钻孔已经
稳定运行，但是观测到其有一定
的涌水，将来有可能会对被困人
员造成威胁。因此，应急救援指挥
部决定提前启用4号钻孔，代替3
号钻孔作为5中段的生命维持通
道。

经各方协同努力，栖霞笏山
金矿爆炸事故救援4号钻孔套管
固水完成。1月20日22时30分，4
号钻孔成功透巷5中段，替代3号
钻孔作为生命维护监测通道。3
号钻孔因有漏水现象，将进行固
井堵水，届时井下矿工的安全将
进一步得到保障。

由于4号钻孔已经改为生命
维持通道，不再具备扩成711mm
口径的可能性，因此10号钻孔将
担负起逃生通道的功能。记者了
解到，施工人员先通过专业设备
进行精准定位，其间还多次进行
较 准 。施 工 人 员 先 通 过 口 径
1200mm的截齿钻头开挖上层较
松软地层，再下口径 900mm套
管，然后通过710mm口径钻头继
续向下打，最终贯穿5中段，作为
生命救援通道。

对井筒350米处
发起“总攻”

1月20日上午，记者采访了

栖霞笏山金矿爆炸事故应急救援
指挥部技术专家组成员马吉祥。
马吉祥表示，目前救援工作按照
救援方案稳步推进。

马吉祥告诉记者，井筒清障
方面，双层吊盘下放之后，一直在
清理350米以上井壁的障碍物，
同时对稳盘内的动力电缆、信号
电缆和通风管道等进行敷设。目
前，双层吊盘已经到达距井口
350米处的堵点，早上10点左右
开始对该段发起“总攻”。采用吊
盘作业后，清障效率比之前的吊
笼大大提升。

另外，7号、8号钻孔是排水
保障通道。现在7号钻孔正在进
行钻探。该钻孔要准确打到6中
段的水仓，因此施工要求非常高。
钻通后，还要承担水泵下放的功
能，如果钻孔弯曲，将影响下放，
因此作业既要快也要稳。

1月20日晚，经与井下5中段
被困矿工电话沟通并反复确认，
5中段一名伤势危重矿工已无生
命迹象。

据井下矿工反映，这名矿工

在回风井爆炸中头部受到冲击，
伤势危重，近两天一直处于深度
昏迷状态。根据医疗专家建议，对
该矿工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救
助，但因伤势严重，状况没有改
善。目前，5中段被困矿工中，8人
身体情况相对稳定，之前身体不
适的2人仍感虚弱。

另据井下矿工反映，井下曾
先后发生两次爆炸，具体情况还
在进一步了解确认中。

栖霞多个公益团队
每天送饭菜和生活物资

1月20日上午，栖霞天之蓝
公益团队的志愿者为救援现场送
来了4200片暖宝宝。

“夜里气温达到零下十几度，
浑身都冻透了。希望暖宝宝给救
援人员带来一些温暖。”栖霞天之
蓝公益团队队长侯军告诉记者，

“事故发生后，看到这么多救援人
员在这么冷的天全身心地参与救
援，作为栖霞人我非常感动。我们
天之蓝公益团队也想尽一点微薄
之力。”

据了解，栖霞天之蓝公益
团队每天晚上12点都会组织20
多名志愿者到现场为救援人员
送来馅饼、馄饨、鸡蛋和小米粥
等食物。

除了栖霞天之蓝公益团队之
外，星光公益服务中心、栖霞搭把
手公益救援零点义工分队等志愿
者机构，每天为笏山金矿爆炸事
故救援现场送来热腾腾的饭菜和
水果、牛奶等生活物资，为救援工
作助力。

1月20日15点30分，栖霞笏山
金矿爆炸事故救援现场的10号钻
孔正式开钻。按照应急救援指挥
部最新计划，1 0号钻孔口径为
710mm，将作为生命救援通道。

此外，经多方共同努力，4
号钻孔成功透巷 5中段，替代 3
号钻孔作为生命维护监测通
道。井下矿工的安全将进一步
得到保障。

近期，一些地方肉蛋蔬菜
涨价明显，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为何出现价格上涨？临近春节，
节日期间百姓的“菜篮子”能否
拎得动、拎得好？记者日前就此
进行采访。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近期受强寒潮天气、新冠肺
炎疫情局部反弹以及春节临近
消费拉动等因素影响，一些地
区部分鲜活农产品价格波动上
涨。从目前的供需情况看，前期
压栏肥猪因临近春节加快出
栏，南方制作腊肉香肠也接近
尾声，猪价已经出现下降苗头。
预计今年1至2月份生猪出栏比
上年同期增长25%左右，后期
猪肉价格还有下降的空间。

这位负责人说，从春节期
间市场供应来看，产蛋鸡和肉
鸡存栏处于历史同期较高水
平，鸡蛋鸡肉市场供应比较充
足，价格将总体稳定。春节前牛
羊出栏将显著增加，市场供应
总体有保障，价格将以稳为主。

春节期间“菜篮子”产品能
实现量足价稳吗？

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
所副研究员张晶表示，去年12
月以来，蔬菜供给进入冬季模
式，价格随冬季生产、采收、运
输成本增加而上涨。1月份菜价
上涨主要是季节性的，叠加新
年前后两轮强寒潮影响，涨幅
偏大。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
示，由于去年蔬菜种植效益较
好，种植户生产积极性高，今年
蔬菜供给能力稳中有升。目前
全国在田蔬菜面积8500多万
亩，同比增加100多万亩。近期
全国平均每周蔬菜收获产量稳
定在1400万吨左右，同比持平
略增。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研室主

任袁达说，为保
障重要民生商品
供应、价格不出
现大幅上涨、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
不受大的影响，
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会同各地区各
部门，做好四方
面工作：一是强
化监测预警。密
切跟踪粮油肉菜
蛋果奶等市场供
应和价格变化情
况，及时发现苗
头性、潜在性问
题，进行预判预
警，采取有力措
施。二是保障市
场供应；三是加
强储备调节；四
是 兜 住 民 生 底
线。针对疫情、寒
冷天气等突发事
件，制定或完善
应急预案，健全
应急处置工作机
制。执行社会救
助和保障标准与
物价上涨挂钩的
联动机制，及时
启动、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放一次性
补贴，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春节是“菜篮子”产品消费
旺季，一般规律是节前波动上
涨、节后价格回落。受疫情影
响，多地倡导就地过年，预计大
中城市农产品消费量较往年明
显增长。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
关部门和地方，抓好“菜篮子”
产品生产，加强生产监测，强化
产销衔接，及时疏通运输物流
堵点。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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