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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马家家沟沟芹芹菜菜丰丰收收，，每每亩亩赚赚万万元元
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网售成重要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我省58家企业

入混改试点名单

本报青岛12月6日讯（记
者 宋祖锋） 初冬时节，平度
马家沟6000多亩芹菜收获完
毕。今年芹菜喜获丰收，每亩产
量达到 1万多斤，批发价每斤
1 . 2元，价格基本和去年持平，
每亩纯收入突破万元。

“今年芹菜每亩产量最高
能达到1 . 5万斤，平均亩产量
也在1万斤以上。”平度市李园
街道东马家沟村菜农贾文学高
兴地说，从11月下旬开始芹菜
进入大面积收获时节，如今所
有的芹菜已经收获完毕，今年
芹菜喜获丰收，亩产量比去年
略高。

“现在批发价每斤1 . 2元，
市场零售价每斤2元左右。”贾
文学说，他今年一共种植了30
亩芹菜，获得丰收，价格和去年
基本持平，还略高一点。贾文学
说，今年他的芹菜除了销往北
京、天津、杭州、上海等全国各
地大批发客户以外，还有一部
分通过网店批发销售。他说，除
去各种成本，今年每亩芹菜纯
收入能突破1万元，30亩芹菜
纯收入30多万元。

“目前预计有30%的芹菜
要通过网络销售，网上挂牌马
家沟芹菜的店家有百余家。”青

岛琴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的负
责人李春波介绍，随着网络的
普及，目前马家沟芹菜的销售
除了进农超之外，网售也成为
一个重要的销售渠道，今年大
部分菜农的芹菜是实体销售和
网络销售相结合。

“马家沟芹菜有着 1 0 0 0

多年的种植历史，目前种植
面积已达6000多亩。”平度市
李园街道农业中心主任曲香
远说，马家沟芹菜依靠品牌
效应，在价格上有一定的优
势，每亩纯收入突破万元。产
品除了芹菜以外，还有的企
业深加工成芹菜面条、水饺、

包子甚至是饼干。另外，为了
增加芹菜产品品种满足更多
消费者需求，经过几年精心
培育，还培育出马家沟雪芹、
粉芹两个品种，弥补产品单
一缺陷，经过试验种植取得
成功，预计明年将在当地大
面积推广种植。

本报滨州12月6日讯（记者
张牟幸子 通讯员 徐彬）

近日，一患者因为反复头疼来到
滨医附院就诊，经过检查，患者
颅骨内居然有一个剪刀的尖角，
而这正是导致患者头疼的根本
原因。

患者李女士今年五十岁，一
周前来到滨医附院就诊。她告诉
记者，自己经常感觉头疼、晕眩，
吃药都不管用，也去济南的医院
看过，都认为是颈椎病导致的头
疼，“最近头疼得特别厉害，就来
滨医附院看看，没想到拍片子一
看，医生说颅骨里有金属异物，
这可把我们都吓坏了。”

滨医附院神经外科医师高
晓宁说，患者因为多年持续性的
左侧枕部疼痛来医院就诊，颅脑
CT的结果显示有金属异物刺入
颅骨，“当时我们感到挺惊讶的，
因为患者头部外部看不到明显
的疤痕，也摸不到有什么东西。”

经过医生询问，李女士才回
想起来，大约在二十年前，有一

次不小心让一把剪刀戳进了头
里，“后来把剪刀拿下来了，没想
到剪刀的那个尖角还留在头里
面。”滨医附院神经外科主任
李泽福为李女士制定了详细
的手术方案，用术中导航的方
式精准定位了那个尖角，只开
了一个五毫米的小口子，用了一
个小时的时间，就把困扰了李女
士近二十年的金属碎片取了出
来。

记者看到，取出来的那个剪
刀的尖角不到一厘米长。高晓宁
说，颅骨内的结构很复杂，这个
剪刀尖角又很小，使用术中导航
能明确剪刀尖角在哪个位置，手
术起来很方便快捷，出血少，患
者恢复也快。李女士的丈夫告诉
记者，他们去了好几家医院看，
都没找到原因，“谁知道是当年
那把剪刀的尖角还留在里面呢，
现在把剪刀尖角取出来了，心里
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她头也不
疼了。”

6日上午，患者已出院。

本报青岛12月6日讯（记
者 殷萍） 日前，山东省珍稀
食用菌大会在青岛西海岸新区
举行，青岛现有食用菌栽培面
积达2000万平方米，产量30万
吨。作为“食用菌之乡”的西海岸
大村镇，年产各类菌菇3万多吨，
稀有菌菇能卖到每公斤一百多
元，但因为技术等方面的不成
熟，部分稀有菌菇未规模化种
植。西海岸相关部门在铁撅山上
发现一种红色菌菇，专家确定
为有益的稀有彩色菌菇，或将
经过培育后推向市场。

在山东省珍稀食用菌大会
会场里，来自省内外食用菌行
业的专家、企业代表、产业链参
与者等200余人集聚一堂，分

享食用菌产业最新趋势与发展
经验。青岛德嘉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王青说，他从2012年开始
种植食用菌，种植基地规模达
510多亩，大都是平菇，时下，大
棚一天可产2000多斤平菇，从田
间直接批发到市场，也就是说，
市民能吃到最新鲜的平菇。

“食用菌正在推向工厂化
生产，人工控制食用菌生产的
环境，可以把温度、湿度、光照
调节到合适的区间，保障食用
菌的生长环境。”黄岛区蔬菜技
术指导站站长王同雨说，西海
岸的工厂化种植食用菌以杏鲍
菇、滑子菇居多，杏鲍菇一天的
产量可达到15吨。王同雨告诉
记者，今年，青岛西海岸新区食

用菌产量达10 . 8万吨，实现产
值14亿元。其中珍稀食用菌包
括香菇、黑木耳、杏鲍菇、滑子
菇、姬松茸、栗菇、绣球菇等，相
比于常见食用菌的价格，绣球菇
和姬松茸的价格较高，每公斤可
以卖到一百多元，而每公斤香菇
的价格在12元到15元之间，因
此，价格较高的绣球菇和姬松
茸尚未进入平常百姓家。

王同雨说，今年，技术人员
在铁撅山调研栗蘑，山上的红
色菌菇引起技术人员的注意。
该蘑菇株体为红色，属于山上
野生的菌菇。“技术人员采样后
交给农业专家，专家确定为有
益的稀有彩色菌菇，目前正在
培育以便于将来大面积种植，

也就是说，西海岸有可能会有
本土的彩色菌菇推向市场。”

山东省食用菌协会会长庞
茂旺说，目前，我国发现的珍稀
菌类达970多种，由于技术等
条件限制，可以人工种植的有
60多种，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
有平菇、黑木耳、草菇、香菇、金
针菇、杏鲍菇等六种，占据了市
场份额的七成。青岛是农业部
及省政府规划的食用菌重点产
区和集散交易中心，现有食用
菌栽培面积达2000万平方米，
产量30万吨，目前，青岛已经
引进杏鲍菇、白灵菇、真姬菇、
秀珍菇、姬松茸等20余个大类
90余个品种，培育了多个菌类
名牌产品。

本报济南12月6日讯（记者
刘德峰） 近日，山东省国资委下发

《关于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工
作的通知》，决定稳妥有序推进省管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鲁信影城、银
座汽车等58家省管企业进入改革试
点名单。

据了解，对于国有企业以往存
在的活力不强、动力不足、效率不高
等问题，可以促进各种所有制资本
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
改革，一直被视为一个突破口。国企
混改应如何推进，目前国内没有成
熟的模式可供借鉴，各地只能根据
本地实际进行探索。

根据通知要求，我省将重点选
择省管二级及重要权属企业开展试
点，这些企业产权关系清晰、治理结
构完善、市场化程度较高、管理基础
较好、板块业务相对独立且具有一
定市场竞争力和成长空间，管理层
和职工也有较强的改革意愿。在本
轮试点工作成熟的基础上，我省将
继续探索开展一级企业及省国资委
直接持股企业试点。

通知指出，试点企业应针对制
约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拟定一企一
策方案，按通知要求，这一方案需包
括混改的主要目标、效益发展目标、
引进战略投资者方案、员工持股方
案、股权比例设置方案、法人治理方
案、募集资金用途等内容。

此外，通知还要求将战略投资
者引进作为工作重点，投资比例和
董事会成员设置应在各方充分协商
基础上确定，引进战略投资者方案
应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国有股东应
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定位、行业发展
前景、并购重组计划、潜在战略投资
者特点等因素综合考虑，合理确定
国有股比例。

据悉，山东省国资委希望通过
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试点企业形
成定位清晰、权责对等、协同运转、
制衡有效的经营机制，争取用3—5

年时间打造一批市场竞争力强、发
展前景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
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稀稀有有菌菌菇菇每每公公斤斤卖卖一一百百多多元元
青岛食用菌栽培面积达2000万平方米，产量30万吨

颅颅骨骨里里““藏藏””剪剪刀刀尖尖角角二二十十年年
导致患者反复头疼，已手术取出

当地培育的马家沟粉芹品种，芹菜梗呈粉色。 本报记者 宋祖锋 摄

大图红圈：CT显示剪刀尖角在颅骨内的位置。
小图：手术取出的剪刀尖角。

本报济南12月6日讯（记者
刘德峰） 近日，记者从山东省安监
局获悉，山东省自11月初开始、为期
半年的“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快整
治、严执法集中行动”，一个月来各
部门已陆续排查出安全隐患。其中，
济南市铁路局排查出诸如在铁路安
保区设垃圾场、采石、打井等一些危
及铁路运输安全的环境隐患，已报
请政府部门解决。

“在济南市市中区七贤街道办
事处井家沟村京沪三线497km500m

至498km500m下行左侧平路基上，
井家沟村14组村民于2015年10月20

日左右，开始向此处倾倒建筑垃圾，
垃圾高出轨面 9 m 、宽度 6 3m 、长
1000m，距路基坡脚最近处10 . 1m、
最远处 14m，侵入安保区（安保区
15m）。”济南市铁路局在相关通报
中指出，铁路安保区内违法倾倒垃
圾的现象集中出现于市中区。

据介绍，七贤街道、党家庄镇和
陡沟镇的三起设立垃圾场的行为，
违反了《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
法》第三十五条“不得在交通干线2

公里直观可视范围内设置建筑垃圾
倾倒场”的规定，且垃圾堆体松散，
高度高，遇大的降水极易造成滑坡、
泥石流灾害，严重危及铁路安全。

相关负责人表示，因铁路局作
为企业没有执法权，在隐患整治上
存在较大难度，所以这都需要报请
相关政府部门予以解决。

铁路安保区扔垃圾

这是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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