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32013年11月5日 星期二

编辑：侯海燕 组版：张祯

今日泰山

最现场

关关闭闭门门窗窗点点香香三三人人被被熏熏倒倒
医生推测：香燃烧不充分，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拓优势 抓特色 育龙头

新新泰泰石石莱莱镇镇农农业业综综合合效效益益全全面面提提升升
本报通讯员 刘元善 张志武 巩玉龙

近年来，新泰市石莱镇按照建
设绿色生态乡镇的总目标，立足当
地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和布局，重点发展林果、
畜牧、传统农业三大板块，紧紧抓住
基地、企业、合作社、农户四个关键
环节，拉长产业链，使一、二、三产业
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
际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促进了
农业效益的全面提升。

立足本镇实际，明确发展思路

石莱镇位于新泰市西南部，耕
地面积8万亩，以丘陵、山地为主，是
典型的沙石岭山区。全镇共69个行
政村，总人口6 . 6万，其中农业人口
6 . 3万人。由于地理条件、交通条件
等制约，镇域企业相对较少，农业是
主要收入来源，主要种植作物是花
生和地瓜，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7526元。近年来，党委、政府立足当
地实际，因地制宜，在广泛调研和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逐步明确了以林
果、畜牧、传统农业三大板块为重
点，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建设
绿色生态乡镇的发展思路。

完善激励机制，强化服务保障

为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快速
发展，石莱镇成立了农业产业化指
挥部，具体负责三个板块产业的发
展；制定了《农业产业化考核奖惩办
法》，对引进资金或技术，并投资全
镇的农业产业项目建设的，按投资
额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奖励；采取
以奖代补的形式，扶持基地规模扩
张。为全力推进核桃基地建没，年
初，镇政府与各村签订责任书，核桃
园的管护成效与各村的工作成绩、
扶持资金、支部书记的绩效工资相

挂钩。成活率达不到80%以上的村，
实行一票否决，镇政府扣发支部书
记的绩效工资，扣减扶持资金金额
和各项项目资金，对完成好的，则给
予扶持奖励。

按照“民办、民营、民受益”原
则，创办各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
员在技术信息、生产销售、抵御风险
等环节，资源共亨，互利共赢。目前，
该镇三大产业共发展各类合作社65

个，注册总资金3 . 9亿元，社员3040

人。新农花生专业合作社与山农大
植保学院、泰安农科院合作建立良
种繁育基地，与山东省花生研究所
合作培育出花育25号优良品种，发
展绿色花生种植，提高了花生的产
量和质量。山旮旯核桃产业合作社，
为确保管、栽、护措施到位，成立了
一支技术服务队，负责全镇核桃栽
植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

转方式调结构，建设规模基地

实现农业产业化，首先要建设
生产基地。发展核桃产业，是符合本
镇地理条件的，土壤经过专家检测
论证是适合的，也符合新泰市“两线
两翼”的整体发展布局，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相当可观。
因此，石莱镇制定了“一条线、五大
片”(一条线即：牛石路沿线。五大片
即：白马山片、磨石山片、老寨山片、
华胥山片和岚山片)的核桃发展规
划，力争三年发展核桃3万亩，建成
20个核桃专业村，建立核桃深加工
企业和核桃批发市场，逐步打造核
桃专业镇。工作伊始，该镇组织村书
记、两委干部、党员代表、种植积极
户共计1000多人次，到核桃种植优
良基地参观学习，转变种植观念。镇
党委、政府制定出台了《核桃发展奖
励扶持办法》，对连片发展100亩以
上的，镇政府根据苗木质量给予3-5

元/株的补助，同时对配套的道路、
水利设施给予一定扶持。根据农户
土地分散，连片发展难的实际，动员

村集体进行土地流转，联系企业、大
户承包，连片经营，正大热电厂承包
发展核桃3000多亩，泰恒经贸承包
600余亩。多措并举，咬住不放，一年
一年的坚持下来，种植规模不断扩
大，核桃基地初见成效。

目前，全镇已建成了以3万亩核
桃、万亩茶园为代表的林果基地，以
年繁育种猪2万头的丰隆畜牧养殖
公司、年出栏4万只鸭苗的隆宝种鸭
养殖公司和123处标准化养殖场为
代表的畜牧基地，以7000亩的有机
花生和2000亩的紫薯种植示范区为
代表的绿色农业基地等，这些基地
的建设和扩规为产业化的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产品支撑和发展后劲。

拉伸产业链条，建设龙头企业

基地达到一定规模后，为了解
决产品销售问题，石莱镇坚持以工
业化的理念谋划农业，拉伸产业
链，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工程来
抓，通过招商引资、本地自建等方
式，不断建链、补链、强链，大力发
展农业加工、销售企业、尤其注重
培育龙头企业，增加产品附加值，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一批市场前景
好、发展潜力大、辐射带动强的企
业迅速成长，不断壮大。石莱素有

“中国仔猪之乡”之称，“新莱特”仔
猪品牌全国闻名。全镇有 l万多户
群众从事养殖业，能繁母猪存栏
1 . 1万头，年出栏仔猪18 . 7万头，畜
牧业总产值达1 . 32亿元。目前，全
镇畜牧产业链中，良种繁育及育肥
有丰隆正邦公司及123个标准化养
殖场，销售有镇驻地建设的一处仔
猪批发市场，饲料供应有加工企业
中泰牧业公司；最近，中泰牧业与
上海艾森食品的合作，投资1 . 07亿

元建设年产6万吨熟制品的中泰肉
食品加工项目，项目已完成立项、选
址。石莱镇畜牧业已形成从良种繁
育、育肥、饲料供应、肉制品深加工
及市场销售完整的全链条发展体
系。最大限度的增加了产品附加值，
提高了综合效益。

目前，以新泰正大核桃制品公
司、丰隆畜牧养殖公司、中泰牧业公
司、隆宝种鸭养殖公司、新泰老山杠
食品公司等龙头企业，包括在建的
中泰肉制品加工公司、鲁中茶厂等
企业，作为繁荣农产品市场的强势
主体，已成为推进全镇产业化进程
的重要生力军，逐步形成了“建一个
龙头、强一项产业、富一方百姓”的
良好发展局面。

培植壮大财源，拓宽增收渠道

农业产业化的最终目标实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了企业和
协会的服务保障，农户收益非常可
观，年人均增收2000余元，例如核
桃产业，到盛果期，亩产坚果可达
400—500斤，按每斤18元计算，每
亩收入可达7200—9000元，比传统
种植花生或地瓜可增加收入4—6

倍，同时，“基地+企业+协会+农
户”产业发展模式，使农村剩余劳
动力就业渠道得到拓展，三大板块
产业直接安排农村劳动力1000多
人，基地务工人员15000多人，流转
出土地的农民还可外出打工。产业
化的发展，促进了一批龙头企业的
成长壮大，带动服务业和旅游业的
发展，培植了税源，拓宽了财政增
收渠道，为干事创业提供了经济支
撑，推进了“富民强镇”的步伐。

目前，石莱镇农业产业化已初
步形成，产业链日趋完善，农业综合
效益明显提高。

老老寨寨山山核核桃桃基基地地。。

本报泰安11月4日讯(见习
记者 路伟) 4日上午10点50

分左右，泰安市青春创业园内
一家水泥厂，3人气体中毒，被
送往医院抢救。医生说，3人为
一氧化碳中毒。经治疗，目前3

人情况均比较稳定。医生推
测，可能是办公室里点的香燃
烧不完全，空间密闭，空气不
流通导致3人中毒。

4日上午10点50分左右，泰
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接
到120指挥中心调度，称在青
春创业园内一家水泥厂，一名
女子晕倒，身体一直颤抖。接
到调度后，医护人员立即赶往
现场。到达现场后，发现还有
一位女子身体也不适，报警的
男子也出现头晕症状。

中午12点30分左右，记者

在泰医附院急诊科见到2名中
毒者。中毒的徐先生说，他购
买了些水泥，去厂办公室交钱
时，负责收钱的工作人员说她
有点头晕。“我看到办公室里
供财神的香还在烧，据说才点
了半个小时，她说完站起来还
不到一分钟，就晕倒了，我赶
紧拽住，把她扶到沙发上。”徐
先生说，随后一位姓卢的女士
走进办公室，和他一起照顾这
名工作人员。

徐先生说，当时没感觉到
不舒服，但那名女子一直打哆
嗦、眼睛往上翻，他就拨打了
120。“在沙发上没坐一会，她
就开始吐了。”卢女士说。

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发
现女子躺在沙发上，徐先生和
卢女士扶着她。“医生对她进行

检查时，我也觉得自己开始头
晕，腿也发软，接着就晕倒了。”
徐先生说。卢女士称，她也是医
生到了之后才感到头晕的。据
徐先生介绍，从他进办公室到
晕倒大约有十几分钟，卢女士
进办公室也就呆了五六分钟。
经过救治，徐先生和卢女士说，
他们头晕的症状有所缓解，也
不像上午那样难受了。

经过检查，水泥厂工作人
员伤势比较严重，随后被送到
急诊科重症监护室抢救。徐先
生和卢女士目前在急救中心
治疗。医生称，3人为一氧化碳
中毒。4日下午5点30分左右，
记者再次来到医院，住进重症
监护室的女子意识已经清醒，
在医生和家人的陪同下到高
压氧舱接受治疗。徐先生和卢

女士已经下床，独自去高压氧
舱治疗。

据了解，这名工作人员在
办公室里点香，最近降温就关
紧门窗，医生推测，可能是香
燃烧不完全，释放出一氧化
碳。另外，房间紧闭，空气不流
通导致3人中毒。目前3人病情
都比较稳定。
(奖励线索提供人陈先生50元)

本报泰安11月4日讯 (记
者 邢志彬 通讯员 王博)

11月3日，一名73岁老人被
一个三人诈骗团伙，以“神医
消灾”名义诈骗。把家里存款
和值钱首饰交给陌生人“开
光”，结果4万6千元存款和9件
钻石、金首饰被骗走。

3日上午 8点多，这名老
人到迎胜市场买菜。一个年
轻人自称“检察院反贪部门
的”和老人女儿是同学，小时
候经常去老人家玩。老人说

没印象了，但还是和男子聊
起天来。男子向老人打听附
近一个老中医的住处，说他
岳父病了，听说老中医针灸
很厉害，老人说没听说过。

这时过来一个女子，说
她知道这个老中医，就在迎
胜小区住，可以带男子过去。
老人也想去看看这个“老中
医”，就跟着一块去了。走到
迎胜东路北头，过来一辆白
色面包车，女子说司机就是
老中医的孙子，把车拦下，几

个人都上车去了迎胜小区。
开车男子说他爷爷现在

一般不给人看病了，他先回
家报个信儿。一会儿出来说
老中医不用见面，都“感应”
到了，说老人的孩子3天内有
车祸。老人赶紧问怎么办，男
子说要把所有存款和家里值
钱的东西拿过来，让老中医

“开光”。
老人先去银行取出4万6

千元，又把家里一张5000元购
物卡、一副钻石耳环、一枚钻

戒、一条钻石项链、4枚黄金
戒指，两条黄金项链拿到迎
胜小区。男子用一个红袋子
装起来，又给老人一张一元
的纸币，让他向东走200步，不
要回头，喊三声他们教的咒
语，这个灾就能消了。老人照
做后，再回到小区就找不到
人了。

目前警方在全力调查，
民 警 提 醒 家 里 有 老 人 的市
民，把迷信诈骗手段让老人
知道，防范类似骗局。

““神神医医消消灾灾””骗骗走走老老人人近近55万万元元
还有9件钻石、金首饰，警方正在调查

本报泰安11月4日讯(记者
曹剑 通讯员 李强 ) 对面大
货车远光灯刺眼，宁阳男子刘某
眼前一晃将过马路的行人撞伤致
死，事后驾车逃逸。4日，刘某被依
法刑事拘留。

10月27日，宁阳县辛周公路王
卞村附近发生交通事故，肇事车
逃跑，受害人当场死亡。现场留下
散落的车大灯碎片，民警对拼接
碎片，初步判断是五菱牌面包车，
事发地在宁阳和汶上县交界处。

民警调取事发路段宁阳境内
所有监控，画面模糊只能确定案
发的大体时间是27日17时35分左
右。民警又来到汶上县杨店乡派
出所，调取监控发现该时间段有
三辆型号完全一致的五菱荣光面
包车由西向东行驶，民警根据监
控推断：17时24分经过车最符合。

10月30日11时，民警根据车
牌号找到车主刘某家里，刘某的
妻子接待民警显得十分紧张，称
刘某一大早进货去了，民警电话
联系刘某，但他就是不接电话。民
警通过村委不断联系刘某，10月
30日17时，刘某到派出所投案，对
肇事逃逸事实供认不讳。

刘某称，10月27日，他驾车由
西向东行驶至事发地点时，对面
来了辆大货车，开着远光灯照得
刘某看不清路，将由北向南步行
过公路的行人撞倒后驾车逃逸。
4日，刘某被宁阳县公安局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对面车灯光刺眼

男子撞死人逃逸

患者在高压氧舱治疗。
本报见习记者 路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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