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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本期“新农村 新视界”系列专题报道带您走进荣成市虎山镇

虎山镇 龙腾虎跃谋发展
隔专刊记者 侯真珍
隔通 讯 员 李春芬 李新

虎山镇政府驻东峰山后村，辖46个村民委员会，5个居民委员
会，规模以上企业25家，人口4 . 4万人，面积110平方公里，耕地6 . 3
万亩，林地1万亩，海岸线长30公里,有各类养殖海面、滩涂10万亩。
近年来，虎山镇蓝色经济强势崛起，园区建设日新月异，生态农业
初具规模，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逐步形成了远洋捕捞、海水养殖、
食品加工、机械制造、针织服装、休闲旅游、港口物流等特色产业，
基本形成了中部商贸服务区、东部新农村建设及农业产业化示范
区、西部沿海蓝色经济带的中东西“一心两翼”发展格局，被评为
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全省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威海市对外开放先
进镇、威海市特色产业镇，位列全国千强镇第760位。

邱家村：社区广场上演丰富生活

有800多户，2000多人口的邱
家村是虎山镇的驻地村。2008年
邱家村利用旧村改造的机会，大力
推进农居改造，计划建成占地5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
各种配套设施齐全的新社区。据邱
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邱洪纯
介绍说，一期工程已于2011年完
工，回迁居民200余户，二期工程
将于今年11月份完工，计划回迁
100余户居民。

已经建成的社区广场，各种健
身器材一应俱全，花园、喷泉周边
有很多老人、孩子在玩耍。据了解，
在这个8000多平米的社区广场，
每天都有本村和附近若干村的村
民在此休闲娱乐。已经回迁的王阿
姨对记者说，住进社区以后，她生
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不
仅是居住条件变得整洁、明亮，社
区的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的确，邱家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带动了文化生活的丰富。邱家村早
在 2 0 0 1 年 就 成 立 了 自 己 艺 术
团——— 万家乐艺术团，近年来，艺
术团由最初的十几人快速发展到
现在六十多名成员，团长由弹得一
手好钢琴的邱书记亲自担任。万家
乐艺术团的表演节目丰富多彩，京
剧、吕剧、腰鼓都是拿手的节目。邱
家村的社区广场几乎天天活动，除
了居民们平时的健身舞等活动外，
还经常举办、承办各种专场活动，
如明星三百六专场演出、娱乐碰碰
碰专场等。在荣成市市委宣传部举
办的百日广场文化中，邱家村社区
广场获得了优秀奖。

社区文化的丰富激励了邱家
村人民劳动创业的激情，2011年，
邱家村经过考察和学习，投资1000
万元成立了纯祥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和纯丰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目
前两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成为为村
里带来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动力。

得胜寨村：山水结合，盘活资源

在今年西洋参行情看涨的情况
下，得胜寨近三十户西洋参种植户
可算乐开了花。作为虎山镇最大的
西洋参种植基地，得胜寨村可谓合
理利用资源的代表。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宋协君向记者介绍道，村
里的沙质土壤适合西洋参的种植，
2003年，他决定带动全村引进西洋
参种植。可是一开始村民对他的提
议都持怀疑态度，直到两年以后宋
协君的西洋参种植见到了成效，村
民这才争相投入。宋书记不仅帮助
村民选育良种、教授种植技术，还带
动全村统一销售，让村民不愁出路
卖得好价钱。目前，得胜寨村的西洋
参种植已达到300多亩。

在村的另一边，由百康园林承
包和开发的近300亩荒山也长出了
茶树，进一步的合作开发还在商洽

中。得胜寨村希望借此机会将本村
建成一个园林基地，吸引更多的企
业前来开发，盘活土地资源的同时
促进得胜寨村又好、又快发展。

既有的成果并没有阻碍得胜
寨村人民继续发展的脚步。宋书记
多次前往丹东，说服某企业到得胜
寨村投资设厂。经过实地考察，得
胜寨村的地下水质优良，该公司计
划投资3000万元在得胜寨村建设
矿泉水厂。去年水井已经开挖成
功，村里的水质也获得了荣成市质
量监督局和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地
环处的相关认定。目前，占地7000
余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预计年底
完工，明年将可投产。宋书记对记
者说：“路子总是越走越宽，得胜寨
村有山有水还有勤劳的村民，建好
我们的新农村大家都有信心！”

大龙村：渔农结合，三业并举

虎山镇大龙村西面靠海，是
一个传统的渔业村，祖祖辈辈靠
打渔为生。近年来，随着近海渔
业资源的枯竭，大龙村积极进行
产业调整，充分利用原有资源，
开发新资源。大龙村坚持“渔农
结合，三业并举”，走以滩涂养殖
业为主，深海捕捞和特色农业为
辅的发展模式。

大龙村拥有广阔的滩涂资
源，滩涂面积达到1700亩，经营
滩涂养殖的农户 300余户，怎样
充分利用好滩涂资源是大龙村
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据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主任王大强介绍，大
龙村长久以来延续了多年开放
式养殖，经营粗放，收益低。从
2004年开始，大龙村着力建设池
塘养殖方式，池塘养殖蓄水时间
长，既不需投放药物，自然抵御
敌害，又可以提高产品品质，增
加效益。截至目前，大龙村已建
成和正在建设的池塘养殖基地
有1300亩。养殖海产品种类包括
蛤蜊、蛏、虾、海参等海产品，产
品销往北京、哈尔滨、长春、沈阳
等地。

针对近年来近海渔业资源

枯竭的情况，大龙村逐渐将原有
的20对80马力的适合近海作业
的小渔船更新为适合近海作业
的大渔船，有 280 马力的渔船 4
对，500马力以上的渔船6对。在
做好养殖业和捕捞业的同时，大
龙村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农业，
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将部分肥
度较低的土地用于发展西洋参
种植。“虽然特色农业的道路在
大龙村还在探索，但是合理利用
资源，勇敢探索致富新道路的理
念在指引着大龙村。”王大强书
记说。

西塘子村：村居别墅很抢眼，合理规划是关键

在西塘子村村东，一排排整
齐的村居别墅十分抢眼——— 整
洁的路面、蔚然一片绿化带、宁
静的二层小楼低调地彰显着这
个村庄的新面貌。据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主任孙贵忠介绍，2012
年，西塘子村积极争取土地增减
挂钩项目，并利用旧村改造工程
拆除部分居住条件简陋的老住宅
区，建设新式民房。此举可置换土
地37 . 5亩，计划改造73户村民房
屋，其中36户已基本建成，预计今
年年底可以回迁。作为虎山镇新
农村建设的重点村，西塘子村诞

生了虎山镇第一个社区服务中
心，大福源超市、农资超市、医用
超市和专用警务室等一应俱全，
2000多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设
施齐全，人气颇旺。

良好住宅、服务职能，西塘
子村也逐渐将合理规划村里用
地，实现不同的功能分区。西塘
子村有不少畜牧业养殖户，但大
多比较分散。分散饲养的过程中
会对村里的空气和水质产生不
良的影响，分别运送饲料、粪便
的过程也会对村里的环境造成
污染。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西塘子村决定由村里统一规划
出专门的区域用于动物养殖。目
前，这片50亩的养殖基地已有40
多户养殖户迁入，饲养动物的种
类包括貂、狐狸、猪等。村里的养
猪大户孙国茂有每年 1000多头
的出栏量，他说：“搬到养殖区
后，村里提供统一的水电，对我
们进行统一的管理，还经常组织
我们养殖户学习养殖经验，请专
家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提高我
们的养殖技术。搬过来以后我的
养殖业逐渐步入正轨，我正想着
扩大规模呢!”

东塘子村：卫生室改造造福一方

见到东塘子村党支部书记
张术水的时候不是在村委办公
室，而是在村里的社区卫生室。
社区卫生室由镇医院派来专门
的大夫每日坐诊。走进卫生室，
这个几十平米的房间被分成了
一间不大的药房，冲着门口的是
大夫冯学专的办公室，另一边是
病房。在病房里，记者看到摆放
紧凑的四个床位有三位患者在
输液，一侧的沙发上坐了一位家
属。张书记介绍道，东塘子卫生
室辐射周围七八个村，平时大家
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会就近到这

里来找冯大夫看看。平时这里每
天都能有七、八名患者，医务室
的规模还可以勉强支撑，但是一
般的高峰时期，医务室总是挤满
了人，甚至有村民拿着板凳来输
液，就医条件比较恶劣。

去年，东塘子村为了改善村
民的就医条件，用15万元自己动
手新建了一所200平方米左右的
卫生室。新的卫生室包括了病房、
药房、诊疗室和室内卫生间等，完
工以后能够放置十张左右病床，
为更多的病患服务。谈到村里为
什么愿意自掏腰包建设卫生室，

张书记表示，村里不仅希望借此
改善村民们的就诊环境，也想为
多年来任劳任怨为村民们看病的
冯大夫改善坐诊环境。

冯大夫连续几年每天到村
里来坐诊，有时候坐诊到深夜就
不得不在卫生室凑合着过夜，村
民们都十分感激。正在采访时，
村里一位老大娘拿着自家种的
新鲜大蒜过来送给冯大夫，还执
意不让冯大夫亲手拿，怕大蒜上
的泥弄脏大夫看病的手。这样亲
如一家的医患关系让记者为之
动容。

▲邱家村的健身广场。

岳家村：民生工程很贴心

一进岳家村村委，一辆崭新的
明黄色的校车首先映入眼帘。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张福民向记者
介绍说，岳家村从幼儿园到小学、
初中共有150名左右的学生在镇上
上学。之前村里没有统一的校车，

孩子上下学要么一起拼出租车，要
么等家长接送，不仅不方便，还存
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为了解决孩
子们上学的交通问题，2012年，岳
家村耗资近20万元购置了一辆47
座的标准校车。每天早上和傍晚，

校车从村里出发，分三次将孩子们
分别送到幼儿园和学校门口。村里
一位孩子家长向记者表示：村里有
了校车解决了家长们的大问题，他
们省心了，也放心了。

岳家村广受好评的民生工程
还有很多。为了改善村民们的用水
条件，村里在2011年投资8万元建
设了统一的饮用水净化设备，为村
民提供安全、清洁的餐饮用水。据

了解，岳家村430户村民每年领取
定额水卡，每年每户有一万斤免费
的净化水可用。村民唐传喜说，前
几年村里的水质逐渐恶化，喝的水
都是黄色的，大家心里都不安心。
现在村里也能喝上纯净水了，道路
也整齐，广场也宽阔，大家心里都
敞亮了。村民口中的舒适生活都是
近几年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岳家村
先后投资200多万元实施道路硬

化、绿化和亮化，硬化率达100%。
张书记对记者说：“岳家村认为，建
设得好更要维护得好。村里建立了
环境管护长效机制，家家户户都要
对周边环境负责，村委每月对村里
整体环境进行检查，实行达标发卡
制，每年年底每户村民凭达标卡领
取环境维护费用。这样的机制调动
了全村人民爱护、维护村内环境的
积极性。”

▲岳家村的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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