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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市场扩容

商贸增幅明显

本报济宁4月23日讯(记者
于伟 通讯员 张乃智 郑瑜 )

23日，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一
季 度 济 宁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828 . 54亿元，增长8 . 5%，居全省第4

位。其中，第三产业占比继续提
升，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相
比城区，城区外城镇市场及乡村
市场，已成为了全市商贸发展的
新的增长点。

今年一季度，规模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9 . 13%，超全省平均水
平1 . 6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5位，较
同期前移4个位次，工业生产平稳
增 长 。其 中 ，采 掘 业 同 比 增 长
15 . 40%，拉动规模工业增长5 . 01个
百分点，对规模工业的增长仍起
支撑作用。

在投资方面，从2014年以来，
全市投资增速呈现逐月放缓态
势，今年1-2月投资增速回落到
14 . 4%，但1-3月投资增速较上月
回升0 . 6个百分点，成为今年投资
领域一大亮点。其中，工业投资小
幅回升，技改和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快速增长。

受城镇化加快发展和美丽乡
村建设启动等因素的推动，在社
会消费领域，城区外城镇市场和
乡村市场发展较为迅速，两区域
市场分别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1 6 8 . 6亿元和7 8 . 1亿元，增长
12 . 1%和11 . 3%，分别高于城区市
场3 . 0和2 . 2个百分点。

济宁“气质”改善

获生态补偿520万

本报济宁4月23日讯 (记者
庄子帆 通讯员 高明 ) 22

日，山东省环保厅发布3月份全省
17城市气质排名，济宁市蓝天白
云天数为12天，比2月份增加了3

天，重污染天数为1天，较2月份减
少了1天。今年第一季度，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省内综合排名
第2位，获得省空气质量改善补偿
资金520万元。

据山东省环保厅发布的数据
显示，3月份济宁市细颗粒物浓度
在全省排在第七位，同比改善幅
度位于全省第八位；可吸入颗粒
物浓度在全省排第七位，同比改
善幅度位于全省第六位；二氧化
硫浓度在全省排第十一位，同比
改善幅度在全省排第十三位；二
氧化氮浓度在全省排第八位，同
比改善幅度在全省排第十一位。
总体上看，全市3月大气质量较2

月份呈现出转良的趋势。
今 年 第 一 季 度 ，济 宁 市

PM2 . 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蓝天白云天数同比改善省内
排名分别为第3位、第1位、第8位、
第15位、第3位，综合改善情况省
内排名第2位，获得了山东省空气
质量改善补偿资金520万。

“气质”改善得益于对燃煤企
业的提标改造、小锅炉整治、烟尘
治理以及机动车的污染治理等。
截至目前，列入省、市计划的175

个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已完成164

个，其中，51个脱硫改造项目已完
成46个；54家除尘改造项目已完
成51家；22个脱硝治理项目已完
成建设；关停城区周边小火电机
组5个。全市小型燃煤炉具清理取
缔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全面推进
城区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工
作。

复复垦垦塌塌陷陷地地上上辟辟出出““开开心心农农场场””
微山县美丽乡村建设湖味十足、地方特色浓

微山县的东村地处采煤塌陷区，很多
村民失去了自家的土地，土地所在区也成
了一片汪洋。

现在，东村复垦了塌陷的土地，建起
东大农业园，在已经完成复垦的200多亩
提地上种植起了果蔬，发展起了生态农业
观光和旅游度假。观光园里的果蔬除了送

往周围的大型超市外，还可以对外开放，
供游客自行采摘。

除了果蔬采摘和生态农业，东大农业
园还开辟了特色的“开心农场”，即一分地
农业体验园，租赁土地的体验者可以对自
己租赁的小块土地进行自主管理，体验收
获的乐趣。

“村里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村子周
围的煤矿家庭又很多，一分地可以让他们
重新体验劳动的乐趣和快感，缓解工作压
力。”东村村支部书记张茂华说，现在一分
地已经开辟出了176块，每到周末，很多租
赁者都会带着孩子到地里体验劳作的乐
趣。

20天后走水泥路出门
23日上午，梁山县韩垓镇开河北村，

村子的村民最近忙着修自家门前的路。
刘兴洪和李志军是邻居，两家之间的

水泥路正在施工，再过20天，两家就可以
踏着水泥路出家门了。

两家之间的路原是2米多宽的土路，
如今正按照3米宽、12厘米厚的标准铺设。

“只要下一场稍微大点的雨，就进不来出
不去，出门还得穿雨靴，农用三轮车从来
不敢放在家里，都是寄放在靠近村子主路
的亲戚朋友家中，非常不方便。”刘兴洪
说，因为路不好走，县城的孙子、孙女都不
愿意回老家。

闫克云家所在的街巷有8户人家，现
在已经被一条长100米的崭新的水泥路串
连起来，闫克云正忙着给这条刚修好的路
洒水养护。“我从西村嫁到开河北村有30

多年了，这条路一直没有什么改变，现在
终于修好了。”闫克云说，亲戚来家里串门
也觉得气派了。

在韩垓镇的刘庄村，“户户通”道路硬
化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15天后这个村子
所辖的4个自然村就能完成户户通的道路
硬化。记者了解到，梁山县各个村子在进
行道路硬化的过程中，下水道工程同步进
行，而且还在路两旁留出了1米左右的绿
化空间。

本报记者 孟杰
通讯员 褚新 陈雷

复垦的她先地上开辟了
“开心农场”，村里的垃圾坑
改造成休闲小广场……这
些变化在微山县的美丽乡
村建设中随处可见。微山县
依托湖区独特的地理优势
和风俗民情，在美丽乡村建
设上彰显地方特色。

“现在每家每户大门口都有固定的垃
圾桶，垃圾随便乱倒的现象看不见了。”微
山县欢城镇界牌口村的村民万宝云高兴地
说，自从去年9月配备了垃圾桶后，村民再
也不用跑到村子北面的垃圾坑里倒垃圾
了。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界牌口村除了硬
化村里的2 . 3万平方米道路外，还配备了4

名保洁员，发放了600个家用垃圾桶，配置
了两个大型垃圾箱，让生活垃圾实现“户

集、村收、镇运输”。村里的保洁员马允现
告诉记者，村里4名保洁员实行分片打扫，
每天上午下午各清扫一遍，下午4点以后
还会将每家每户的垃圾收集到自己的垃
圾车上。

“我们早晨5点就开始打扫，下午将垃
圾统一运送到村南和村北的两个垃圾箱
里，镇上的运输车每天都会来清理。”马允
现说，村里还整治了村北连个垃圾坑，垃
圾坑摇身一变成了休闲的小花园。

尹洼村是微山县规划较早的村子之
一，村子的硬件设施比较完善，但是整个
村子的环境一直得不到改善，为了给村民
提供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2013年，村里
建了垃圾中转站和污水处理站，建立起了
环卫一体化保洁机制。

“以前村子街道上设立的是露天的垃
圾站，夏天的时候很容易滋生蚊虫，还有气
味。新的垃圾桶投入使用后，村里的卫生环
境好多了。”尹洼村的村民尹洪党介绍。

塌陷地上建起观光园

垃圾坑变成休闲花园

修修好好新新水水泥泥路路，，进进出出更更方方便便了了
全市415个村庄开工建设“户户通”道路

工作人员管理“开心农场”。
本报记者 孟杰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庄子帆 通讯员 张建华 陈得印

随着“户户通”道路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自家门前修好了水泥
路。由“村内通”向“户户通”的升级是今年为民所办“十件实事”之一，同时作为
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给村民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全市将利用两
年的时间实现“户户通”全覆盖。

路好走掏点钱也值得
韩垓镇的开河北村以及刘庄村，

除了获得政府的一部分补贴之外，村
民们都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投资到修
路当中，“都说要想富先修路，进出
村的路修好了，可连自己家门都出不
去，只要路好走了，花点钱也值得。”
刘兴洪说。

在拳铺镇拳铺村的岳家大院旁，
树立着一个蓝色的公示牌，上面写着
今年“户户通”街道硬化胡同30条，硬
化面积达到了8000平方米，计划5月1

日完成。与韩垓镇的两个村子不同，
这里除了政府补贴的部分外，利用企
业捐助的资金，村民不用花一分钱便
可享受“户户通”的福利。

马营镇的薛屯村已经完成了“户
户通”道路硬化，村民的私家车不再
停在主路上，而是停在了自家门口。
路修好了，让这个村子看起来更整洁
了。如今马营镇下辖的24个行政村、
30个自然村都完成了“户户通”道路
硬化，而且各行政村在4月15日前完
工的，镇政府按工程造价的5%给予
补贴。

梁山县通过多种形式筹集资金，
截至目前已完成任务的 4 0 %以上。

“户户通”道路工程作为美丽乡村建
设的基础性工作，从3月份开始全市
各个县市区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措
施推进，截至4月中旬，全市已开通

“户户通”道路工程618公里，开工村
庄415个，开工率达全年计划的27%，
累计完成村庄162个，完工234公里。▲村民对刚修好的路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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