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牡牡丹丹区区千千余余名名网网格格员员
活活跃跃基基层层促促和和谐谐

本报菏泽4月26日讯(通讯员 郜
玉华 傅资源) 牡丹区何楼办事处
的网格员刘兆强日前接该处综治工
作群指令称，刘城村的五保户刘汉点
因宅基地问题与邻居刘某发生纠纷，
需要调解。刘兆强在第一时间赶到该
村对双方进行思想劝导和政策讲解，
一场邻里纠纷瞬间化干戈为玉帛。

“我们主要承担矛盾纠纷化解、
治安秩序维护、便民利民服务等任
务，给群众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刘
兆强说。像这样的事例，在牡丹区网
格员的身上还有许多。目前，全区19
个镇街591个村居的1076名网格员
巡逻在基层，服务于群众，“小网格”
促进了基层“大稳定”，基层社会综
合治理改革成效彰显。

“在日常工作中，村级网格员主
要负责宣传党的政策法规、收集社
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服务困难群
众、组织群防群治等工作，全面掌握
网格内巡逻时的见闻和群众诉求，
及时反馈给各业务部门的工作人
员。”据牡丹区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霍
忠亮介绍，村级网格员的设立实现
了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被
动型、打击型、管理型向主动型、防
范型、服务型的根本转变。

这些网格员经过专门培训后，进
行处理一些简单的治安纠纷，一些很
微小的民事纠纷，邻里之间的一些矛
盾，同时还解决了警力紧缺的问题。
据悉，去年以来，该区网格员累计反
映居民意见建议7万余条，核查不稳
定因素761起，化解矛盾纠纷560起，
协助公安机关侦破各类邢事案件16
起，协助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28名。

本报菏泽 4月 2 6日讯
( 通讯员 郜玉华 高婷
婷 ) 像多数农村妇女一
样,牡丹区安兴镇李楼村村
民刘花会做布鞋,但这一传
统手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

“用武之地”,直到当地开了
一家云履布鞋厂,终于使她
成了一名有稳定收入的产
业工人。

云履布鞋厂的创办者李
芬毕业于一工艺美术学院，
毕业后回到家乡安兴镇，开
办了一家纯手工千层底布鞋
加工作坊，将工艺设计与布
鞋生产相结合，提升了产品
档次。经过3年多的发展，她
的手工作坊已发展成为拥有
300多名工人的工厂，布鞋制
造辐射附近7个村镇，年销售

额达500余万元，利税80万元
左右。

像李芬这样的“新农人”
在牡丹区还有很多，他们把
农业作为职业，怀揣改变农
村愿望，将现代要素投入农
村，推动了农业向信息化，市
场化、现代化迈进，成为引领
农业发展的弄潮儿。

“改变农村现状、发展现
代农业，一直是我的梦想。”
说这话的是牡丹区宏科农业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董事长杜
春雷。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多
个行业打拼。当他看到国家
大力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
政策，就华丽转身成为“农
场主”，成立了牡丹区宏科
种 植 合 作 社 和 农 机 合 作
社，承包了上千亩土地。“同

样是种粮食，家庭农场实现
规模化经营、机械化作业，能
大大降低成本。”杜春雷算
了一笔账，以种高粱为例，
一亩地仅病虫害统防统治
和统一施肥就能节省1 2 0
元左右。

“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
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
职业，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很
好的结合点。搞适度规模经
营，加快家庭农场发展，既
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也是深化农村综合
改革的有力抓手。”杜春雷
说，“下一步，我们计划以
家庭农场为依托，发展生
态旅游业，实现种植业、养
殖业、加工服务业‘三位一
体’的综合经营模式，让农

场 带 动 更 多 农 民 尽 快 致
富，带动更多农民过上有稳
定收入的新生活。”

“新农人”具有年轻化、
职业化、创新化等特点，他们
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推动农业
向现代化、精细化、高端化发
展，带动了农村创新意识的
增强和一大批群众在家门口
的就业，有效解决了“三留
守”问题，增进了社会和谐。
近年来，牡丹区加大对新型
职业农民的培养力度，一批
批心怀乡愁和创业热忱的

“新农人”不断涌现，他们活
跃在农业生产、销售、服务、
管理等三农领域，不少村庄
也已理清思路，迈开步子，向
着新方向、新目标勇于探索
前行。

““新新农农人人””为为乡乡村村振振兴兴注注入入新新动动能能
牡丹区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力度，“新农人”不断涌现

本报菏泽4月26日讯(通讯员
韩飞 申德省) 党的十九大明确
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近年来，牡丹区
黄堽镇紧紧围绕“以牡丹产业为核
心，以特色种植、乡村旅游为两翼，
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思
路，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今年以来，黄堽镇全面推进了
芍药文化观光园、牡丹进出口加工
基地等现代农业企业建设进度。”据
黄堽镇党委书记张海昌介绍，通过
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效解决了种植分
散、经营无序和管理混乱等问题，推
动牡丹产业循环发展，让更多的群
众分享牡丹产业发展成果。同时，及
时为群众做好了农业技术服务。指
导培育种植示范大户40余户，推广
小麦良种60余万斤，全镇良种普及
率达到95%以上；着力推广秸秆还
田技术，全镇秸秆还田率达95%以
上；开展“一喷三防”活动，发放药剂
2万余件，发放资金10余万元，全镇
农作物得到了科学管理。

截至目前，全镇培育发展农民专
业合作社76个，其中市级示范合作社
2个，区级示范合作社3个。发展了侯
集、晁庄等22个一村一品”专业村。新
增流转土地面积6000余亩，流转的土
地主要用于区重点项目和牡丹特色
产业，少部分用于发展绿化苗圃、中
药材、苹果园、葡萄园、草莓采摘园等
高效现代农业。建成园区五个(山东
盛华牡丹产业园、菏泽冠宇牡丹产业
园、天草药业牡丹产业园、金河岸生
态观光园、花乡芍药园)，现在正在建
设的有中国牡丹进出加工示范区项
目、金泽生态农业观光园、七里河湿
地公园。孟庄、宋楼、孔庄、昝庄、马厂
等5个行政村，被省旅游局命名为“山
东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黄黄堽镇镇现现代代农农业业
助助力力美美丽丽乡乡村村

本报菏泽4月26日讯(通
讯员 高婷婷 李珍) 日
前，在牡丹区南城街道办事
处佳和商业广场项目的施工
现场，车辆穿梭，机器轰鸣，
大批工人分布在各个施工节
点，紧张有序地进行忙碌着，
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
该项目计划投资30亿元，规
划总建筑面积57 . 7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购物乐园、商务
办公、餐饮娱乐、星级酒店
等，将建成“一站式、体验式、
复合式”多功能的创意商业

综合体。
“佳和商业广场项目是

南城引进的大项目之一，计
划2019年12月底竣工并商业
运营，预计年销售在20亿元
左右。”据南城街道办事处党
工委书记李景雷介绍，该项
目建成后，住宅区可容纳居
民1280户，商业区可容纳超
市、大型儿童乐园、电影院、
电玩城、医药、美食餐饮等近
20类业态，入驻商户1000多
家，安排社会就业人员4000
人左右，将成为菏泽单体大、

功能全、装修档次高、综合业
态多、顾客体验新的大型现
代化商场。

在全力推动新旧动能加
快转换战略中，牡丹区坚持

“退二进三”、转型发展，着力
推动三产发展提速、质量提
升。聚焦城区、园区、企业、项
目“四大载体”，推动商贸物
流业提档升级；突出区域特
色，找准项目支点，发展文化
旅游现代服务业；实施电商
提升计划，着力发展牡丹农
副产品特色加工业。

牡丹区坚持招商选资，
全力以赴扩大优质增量。把
招商选资作为经济工作的

“牛鼻子”，落实“四个一批”
要求，着力扩大优质增量，带
动总量加速膨胀。立足区位、
资源和产业优势，围绕商贸
物流业、文化旅游现代服务
业、牡丹农副产品特色加工
业和城市综合开发，把握国
家产业政策变化，加强投资
机会研究，高水平策划一批
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带
动能力强的项目。

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

牡牡丹丹区区项项目目建建设设给给力力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

图为牡丹区民间文艺队伍
在进行广场演出。据悉，牡丹区
去年新建镇级综合文化站2处、
文化服务中心120个、文化广场
200个，配发全民健身器材245
套，新增农家书屋50家，免费送
戏下乡210场、送电影下乡6084
场，被国家曲协评为“全国曲艺
之乡”。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文
化事业繁荣发展，群众获得感
持续提升。 本报通讯员 鹿
心校 摄影报道

文文化化惠惠民民
提提升升获获得得感感

23日，牡丹区吴店镇赵
子艾村扶贫车间内贫困户冯
艳香正在加工服饰。吴店镇
根据贫困群众“就业难”和企
业“用工难”的实际，投资260
万元，新建贾胡同、鹁鸽堂、
牛楼等扶贫车间9个，为贫困
户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实现
贫困人口200人就业。

本报通讯员 高秋英
薛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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