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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莱州

田田旱旱了了，，刷刷刷刷卡卡就就能能浇浇地地
莱州“万亩田”项目给农民带来不一样的活法

莱州个体工商户

数量已超过2万

本报8月22日讯(通讯员 张京亮
记者 侯文强) 截止到2013年6月，

莱州市共注册登记个体工商户21804

户，注册资金1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
分别增长19%和25%；私营企业5535户，
注册资本15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
别增长22%和21%，个体工商户和私营
企业总量位居烟台各县市区前列。

莱州市处于烟台唯一同时跻身黄
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岛
蓝色经济区的叠加区域，是烟台市西部
重要增长极，优越的区域和政策环境为
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莱州市工商局将发展民营经济列入
全局的一项重点工作，在充分调研论证
的基础上，制定了全市每年个体工商户
增长不少于2000户、私营企业增长不少于
500户的发展目标，并将目标任务分解到
16处基层工商所，落实责任，实行考核。

寻抗日战友迷路

民警帮老人如愿

本报8月22日讯(通讯员 刘群峰
记者 苑菲菲) 8月15日，在这个特

殊的日子里，招远抗日老军人吴大爷独
自到莱州寻找当年的老战友，谁知高温
酷暑下迷失方向。莱州警方多部门协作
帮助老人了却心愿，让老人平安回家。

15日中午，朱桥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在朱郭李家村北河沿边发现了一位走失
的老人。时值中午，室外温度高达40多摄
氏度，出警民警连忙把老人扶上警车欲
带回所内。老人却不想离开，双手一直比
划着一个圆形，像是要找东西。

民警在附近认真查找，终于在河床
底发现一枚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老人如获似宝，高兴地拿在手里跟随民
警回到所里。民警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
手机，联系到他的朋友，对方是招远的，
称会尽快通知老人的家人去派出所。

在等老人的家人空当，民警和老人
聊了起来。老人没有子女，跟外甥女在
招远居住。8月15日当天，老人独自乘车
到莱州，想找当年一起参加过抗日战争
的老战友。

对于这位佩带军功章的老军人，民
警也是肃然起敬。联系其他派出所，带
老人找到了他老战友的家，遗憾的是，
他的老战友30年前已经去世。

当天下午2点左右，老人的外甥女
婿赶到了金城派出所。看到老人平安无
恙，老人的外甥女婿握住民警的手表示
感谢。目前，老人已被接回家。

俩“油耗子”太猖狂

一晚偷油千余升

本报8月22日讯(通讯员 孙晶晶
记者 侯文强) 记者22日从莱州市

检察院获悉，俩盗窃柴油的“油耗子”近
日被以盗窃罪提起公诉。经查，俩人共
盗窃3850升柴油，曾一晚上偷走6辆大
货车油箱里的1220多升柴油。

撬开油箱盖、插入抽油管、启动抽油
泵……偷油贼于某和李某连车都没下，
只用2分钟就把满满的一箱油抽光了。在
莱州市永安街道和虎头崖镇，仅仅一个
晚上，就有6辆大货车油箱内的柴油被盗
窃一空，共1220升，涉案价值近万元。

偷油贼们的猖獗作案，引起了莱州
警方的重视。今年1月22日零时，于某和
李某偷完一辆大货车的柴油后，被民警
发现了。经过3个小时的警匪追逐，于某
落网。3个月后，李某在老家安徽被警方
抓获。

于某和李某交代，他们在莱州市、龙
口市等烟台各县市区作案多起。后经公
安机关侦查，最终查实失主14人，累计盗
窃柴油3850升，涉案价值2 .9万余元。

近日，莱州市检察院以盗窃罪对于
某和李某提起公诉。

莱州素有胶东粮仓的美
称，是山东重要的农业大市，莱
州市一直非常重视农业的发
展。朱桥和驿道是莱州的两个
农业大镇，多年来却因为水利
设施落后，粮食产量一直停滞
不前。对于当地农民来说，种粮
食是出力不讨好的活，为了浇
地，每年杵在地里风吹日晒，要
是碰上干旱天，尽管遭了不少
罪，收成却不尽如人意。

2012年，朱桥镇被列入高
标准农田示范项目，建设面积
一万亩，简称为“万亩田”项
目。仅仅一年的时间，莱州农
业综合开发办就在朱桥项目
区累计新打机井80眼，修复配
套70眼，新建地下井房153座，
安装射频卡管理系统153套，
铺设地下管道75公里。

在朱桥镇的刘家村，记者
看到了农民浇地的新方式，每
块地头都有一个射频卡管理
系统。这个设备名字听起来有
些复杂，但对当地的农民来
说，却意味着最麻烦最难的浇
地成了简单的事。这个系统连
接着修复或新建的机井，只需
要用水卡在这个系统上刷一
下，清亮的井水就会顺着管道
流进田里。

“以前浇地要好几个壮劳
力，又要机器，又要铺塑料管
道，现在村里六七十岁的老头
老太太在地头上站着就可以轻
松地把地浇了……”当地的一
位村民说起这个系统，满脸是
笑。除了方便，万亩田的水利系
统只收取一点电费，对于村民
来说，实在是物美价廉的好事。

本报记者 鞠平
通讯员 邓建平 所世涛

秋忙季节是一年中最忙碌和喜悦的时刻，不过现在
忙碌二字离莱州农民似乎有点远，而喜悦却越来越多。

莱州在国家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先后完成了多项“万
亩田”示范工程。现如今农民刷刷卡就能为原先的旱田浇
地，引进的太阳能杀虫灯不需要动手就会灭虫……

>> 浇地用上高科技刷卡机

莱州市农业开发办不断
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提高
了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有问题地头就能解决，
我们把专家技术人员都请到
了地头，随时都可以指导。”农
业开发办的工作人员介绍。从
选种到种植、从施肥到灌溉、
从管理到收获，每一个环节都
有专家陪在地头进行指导。

与庄稼地打了一辈子交道
的刘大叔说：“现在我们种地可
不是瞎种，全是老师给出主意，
粮食越打越多。”有一个数字可
以证明这位刘大叔的话，2012

年5月，朱桥镇高标准农田示范
项目建成后，粮食亩产由原来
的920公斤，提高到1100多公斤，
年增产粮食近200万公斤，农业
增产效益达到420万元，林业增
加产值64万元。

莱州农业开发办在优质小
麦高产综合配套技术示范推广

项目区内推广了济麦22、烟农
24、洲元9369、烟2415共4个优质
强筋、中筋小麦新品种，并重点
推广了小麦规范化播种技术、
秸杆还田技术、深耕深松改土
技术、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术、
科学肥水运筹技术、测土配方
施肥6项技术。为了推广这些技
术和万亩田项目的建设，莱州
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可以说是
一个特殊的部门，他们的办公
室基本闲置，田间地头就是他
们的工作的地方，每个人都晒
得脸色发红，而步量一个乡镇
则是常事。

2012年，莱州农业开发办
共建立了4个项目，项目计划投
资和任务工程量均完成100%。
项目质量得到充分保证，项目
区内生产条件、生态环境得到
有效改善，农民群众科技文化
素质显著提高，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 专家在田间指导种地

背着喷药箱、带着大口
罩、穿着厚厚的衣服，这是许
多村民以前打药的场景，甚至
在天热的时候因此农药中毒
也时有发生。谁都不喜欢在大
热天打农药，不仅自身受罪，
对环境也不好，可是不打药，
庄稼就会被虫害糟蹋。

在朱桥镇的黄家，记者见
到了灭虫的新式武器，它的名
字叫太阳能灭虫灯，这种灯造
价不菲，一个要好几千元。与
价格相仿的是它的功能，只要
有阳光，它就能一直工作。它
晚上发出的光线，会让害虫们
自动送上门，钻进灯光下的药

水瓶内“自杀”。如今，朱桥等
万亩田示范区内有上百个这
种灭虫灯，它的覆盖面积很
广，万亩良田都不需要再为灭
虫而费心费力。

在一个地头，记者看到一
个灭虫灯内已经有了大半瓶
各种害虫。莱州农业开发办的
工作人员说，村民只需要在虫
子尸体填满时前来“收尸”即
可。

太阳能灭虫灯的使用不
仅大大地减少了人力物力的
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还带来了
绿色环保的灭虫，为当地的环
境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灭虫灯上阵，坐等收虫尸

开开学学前前，，114499名名校校车车司司机机先先上上安安全全课课
莱州市现有164辆校车，9月2日投入使用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侯
文强 ) 22日，莱州市149名校
车司机结束了为期5天的安全
教育培训。10天后，他们将肩
负起每天接送1 . 5万余名学生
上下学的重任。

时速不能超过60迈、拐弯
不能急、刹车要提前处理……
20日上午，莱州经济开发区中
昌小学校车司机武兵正端坐
在莱州市教体局礼堂内，认真
听着来自公安、交通、教育等
部门专家的安全授课。“孩子
们的防范意识差，开校车和开
普通客车大不一样。”这位有
着23年驾龄的老司机，开始重
新学习如何开车。

莱州市有 1 6 5名校车司
机，149人参加了这次安全教
育培训。这些校车司机一般有
多年驾龄，但从18日到22日，他
们每天都要来听两节课，上午

和下午各3个小时，学习新交
通法、车辆安全等知识。每位
司机还领到了多份安全驾驶
宣传材料，包括《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读本》、《交通安全·警
示篇》等。

“安全意识要永远摆在第
一位，才能当好一名校车司
机。”莱州市教体局校车办工
作人员刘兴广说，他们希望通
过培训能进一步提高校车驾
驶员的职业素养和技术能力，
为新学期开学后校车规范、安
全运行提供保障。

刘兴广说，加上去年投入
运行的首批校车，莱州目前共
有164辆校车，拥有数量位居烟
台市各县市区前列。新学期开
始后，莱州市教体局校车办将
进一步加强校车规范化管理，
建立健全校车服务工作长效机
制，全面提高校车服务质量。

此前，只有离校5公里以
外的6000多名学生可以享受校
车服务。从 9月 2日新学期开

始，离学校2公里以外的1 . 5万
余名中小学生，都可以乘坐校
车上下学。

20日，莱州市149名校车司机正在接受开学前的安全培训。
本报记者 侯文强 摄

22日，记者在万亩田示范区看到，地头上立着杀虫灯，里面
有不少杀掉的虫子。 本报记者 鞠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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