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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棣棣县县““四四招招””盘盘活活现现代代农农业业

标准化生产基地

达到43万亩

以组织化转变农业经营形
式，明确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标
准化方向，培育壮大枣业、畜牧、
蔬菜、苗木花卉、渔业五大特色
产业。目前，全县标准化生产基
地发展到43万亩，已完成了今年
标准化基地发展任务的95%。以
规模化构筑特色农业基地和示
范园区，加快推进舜园、万德、荣
昌、海城等高效生态园建设，力
促投资8亿元的大豆食品深加
工、投资1 .99亿元的鑫宏饲料等
项目建成投产。做好农业与旅游
结合文章，发挥千年古桑园、水
湾采摘园、秦口河芦苇生态园示
范带动作用，争取纳入全省精品
旅游线路、农家乐采摘游。

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达到72家

无棣县大力推行“龙头企业
+基地+合作组织+农户”生产经
营模式，重点培养种粮大户、家
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
主体。目前，全县县级以上重点
农业龙头企业达到72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发展到450家。出台一
系列优惠政策，通过“农校对
接”、“农超对接”、“银企对接”等
举措鼓励引导农业龙头企业由
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拉长农
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神力企业、荣昌农牧、华兴畜牧
等农业龙头企业分别与省农科
院、山东大学达成“产学研”一条
龙技术合作和人才培养协议；万
德福、十里香等企业分别与省农

科院、省食品研究所达成红枣提
取多糖、芝麻废料提取芝麻蛋白
等技术合作协议。

19个农产品

通过“三品”认证

制定下发机械化保护性耕
作等技术意见，开展农业科技大
培训、百名科技人员下乡、枣业
科技培训工程、“春风计划”等活
动。目前，已累计派出技术人员
1000余人次，培训农民5万人次，
良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健全
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和技术服务体系，推进无公害、
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现有19
个农产品通过“三品”认证。实施

“品牌兴农”战略，鼓励引导优势
特色农产品注册商标和地理标
志，着力打造“枣木杠”系列白
酒、“岳里”西瓜、“大久保”桃等
特色品牌，目前已注册涉农商标

53件，创成省著名商标1件。

今年小麦直补资金

达2657万元

注重整合上级惠农政策、
项目，积极落实各项惠农补贴
资金。今年以来，落实小麦直补
资金2657万元，小麦、玉米、棉
花等良种补贴资金1230万元，
农机购置补贴1401万元，基层
农技推广补助资金85万元。财
政补贴520万元，引导农民积极
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今年全
县小麦、棉花参保面积分别达
到11万亩、30万亩，分别占耕种
面积的52%、73%。加大资金投
入，推动生态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3966万元完成高标准
农田水利示范片、马颊河黄瓜
岭段防汛等项目，投资1830万
元，完成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
地治理项目2万亩。

无棣县供电公司：

部署冬季电网
负荷预测工作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伟健 通
讯员 张新伟) 为解决好用电高峰
负荷时期电网超负荷的问题，保证电
网可靠供电，做好负荷预测尤为重要。
11月6日，国网无棣县供电公司对冬季
电网负荷预测工作进行部署，要求负
荷预测工作要继续保持日分析、周总
结，抓牢小负荷，掌握大负荷，进一步
提升负荷预测准确性。

无棣县供电公司：

供电服务自查
确保客户满意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伟健 通
讯员 张新伟 ) 近期，国网无棣县
供电公司组织开展供电服务自查活
动。通过主动查找服务问题、规范窗
口服务行为、强化服务协同、严格业
扩报装管理制度等五项措施，不断完
善工作环节，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无棣县供电公司：

开展营业窗口大检查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伟健 通

讯员 张新伟 ) 近期，国网无棣县
供电公司相关部门组织检查了营业
大厅、各基层供电所服务窗口。主要
包括营业场所环境是否整洁，信息公
示是否规范及时，工作人员服务是否
规范，报修工作单及故障抢修工作台
帐是否齐全，记录详细、规范。

无棣联通人邱文涛

平平凡凡岗岗位位做做出出不不平平凡凡的的成成绩绩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朱伟健

他扎足基层，锐意创新，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平凡的维护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自2004年走向维护管理岗位
后，在维护人员少，任务重，网络大，设备复杂的条件下，坚持“维护就是服务”的方针，一方面理顺流程，深挖内部部潜力；一方
面依靠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分公司下达的生产任务和运行维护指标，而且主导、参与了一大批新新技
术应用、网络优化项目，为企业节约了大量资金，创造了可观的价值。他就是爱岗敬业，技术精湛的无棣联通人邱文涛涛。

毕业15年

一直从事网络管理维护

10月30日下午，当记者来
到无棣联通公司看到邱文涛的
时候，他正忙着数据的处理工
作。1998年毕业于山东省邮电
学校的他，自参加工作以来一
直从事通信设备的管理、维护
工作，2000年1月被聘为技术
员，2005年3月被聘为助理工程
师。“我非常热爱本专业的工
作，能够认真积极地完成领导
交给我的各项工作任务。”邱文
涛说。

除了尽职尽责地完成本职
工作之外，邱文涛在工作之余
不忘刻苦学习，全面提高自身
的综合素质和维护水平。由于
他在工作中扎实肯干，热爱学
习，公司多次安排他外出培训
和学习，每一次他都刻苦学习，
并把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向同事
们进行讲解。2004年6月6日至
1 2 日 在 济 南 参 加 了 华 为
MA5100工程师培训，2006年1
月8日至1月22日在上海参加了
朗讯10G传世系统培训。通过
这些培训，他的专业知识水平
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此后的
维护工作中，他刻苦钻研技术，
熟练掌握了中兴、华为各种产
品的先进技术并能很好地应用
在日常维护中，能够独立完成
较复杂障碍的处理和独立承担
各项维护工作。

大胆创新

解决厂家难处理的问题

邱文涛在此后的维护工
作中，依靠技术优势大胆创
新。他在工作中解决了许多连
设备生产厂家也处理不了的
难题，得到了厂家的好评。掌

握了较好的专业知识，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并应用在实际工
作中才能有所作为。他自1998
年底开始的中兴、华为接入网
的大规模建设中，积极参与了
中兴、华为接入网的安装、调
测和开通工作，现已能够独立
承担中兴、华为接入网的安
装、调测、开通以及维护工作。
为了保证通信网络安全、稳
定、高效运行，他每年和同事
们一起做好设备的预检预修
工，对所有设备板件进行清
洁；对所有机房地线进行测
试，不合格的进行维修和更

换；对所有机房蓄电池组进行
放电试验，不合格的电池进行
更换；对所有油机进行检修和
保养；检查备用光芯损耗；检
查备品备件，对不能正常工作
的板件及时返修；及时为设备
和网管打上各种补丁。通过这
些工作，全公司的通信设备一
直安全、稳定、可靠的运行，从
没出现重大通信故障。

他在工作中理论联系实
际，使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水
平不断提高，维护水平和维护
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公司
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在同事们

的关心帮助下，他逐渐成长为
一名综合素质过硬的技术骨
干。由于其优秀表现，邱文涛同
志获滨州联通公司“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所带领的科室也先
后获2004年度先进集体，2006
年度后台支撑明星团队。“我决
心在以后工作中谦虚谨慎、戒
骄戒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
指导，向别人的长处学习，再接
再厉，更加的努力学习，提高自
己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和
同事们讲干劲、比奉献，争取为
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邱文涛
说。

邱文涛在操作台上紧张地工作。

无棣县供电公司：

深入企业
指导科学用电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伟健 通
讯员 张新伟) 为确保客户连续生
产和电网安全运行，11月，国网无棣县
供电公司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企业指
导、督促客户做好关键设备的运行维
护，使用红外成像测温仪，对客户主变
压器及高低压侧开关进行红外测温，
检查用户设备有无过热现象，防止因
用电设备损坏，造成停电、停产事件。

无棣县供电公司：

提前做好冬季线路
安全防护工作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伟健 通
讯员 张新伟 ) 为了备战迎峰度
冬，近期，国网无棣县供电公司多措
并举构筑冬季线路安全防护网，预防
和减少线路安全隐患，全力保证冬季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无棣县安监局:

抵制“四风”
建设服务型机关

本报11月7日讯(见习记者 朱伟
健 通讯员 刘晓昕) 今年以来，针
对“四风”问题，无棣县安监局立足监
管促发展，转变作风树形象，廉政教育
筑防线。

无棣县安监局对全县4个工业园
区、38家重点企业落实包保责任制，
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逐条逐项
督促落实；对职责范围内的所有生产
经营单位进行全面细致排查。

先后制定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就
工作纪律、公务用车管理、服务态度、
执法行为、勤俭节约等做了详细规定；
组织开展党员干部联系困难家庭工
作，全局15名党员干部与4户困难户建
立了帮扶关系。

严格涉企检查审批备案制度，向
企业发放《廉政监督卡》，监督安监人
员执法行为，对违反规定乱检查或借
检查之名“吃、拿、卡、要、报”的人员，
严格依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绝不姑
息迁就。

今年以来，无棣县抢抓优势，采取多项有效措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业，为农业生产提质
增效，为农民群众增收铺就保障路，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本报见习记者 朱伟健 通讯员 马文洁 徐志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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