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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慧
通讯员 李经云

引导农户加入合作社
对接市场、扩大销售

近年来，为破解“小农户无
法有效对接大市场”的难题，曲
堤镇按照“市场+基地+农户”
的现代产业化生产模式，引导
小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育苗协会、产销联盟等，从而促
进小农户向大生产转变，对接
市场、扩大销售。

为鼓励村民种植，曲堤镇
对大棚发展先进村、先进管区
给予重点奖励，对成方连片棚
区给予重点帮扶，完善用电、道
路等配套设施。今年上半年，新
上成方连片大棚片区8处，实现
新增大棚种植面积1000亩，其
中冬暖式大棚200个，大拱棚
150个。

据了解，曲堤镇在大力发
展大拱棚的同时，还持续推广
冬暖式大棚“换茬轮作”种植模
式，使曲堤黄瓜实现了由此前
季节性种植到目前全年性种植
的转变。目前，曲堤镇蔬菜大棚
种植面积已超过5万亩，其中冬
暖式大棚达26000个，大拱棚超

过8000个，是名副其实的“全国
最大的优质黄瓜种植基地”。

建立可追溯供应商体系
推广规范化种植

为保障曲堤黄瓜的品质，
该镇协调30余家育苗企业成立

育苗协会规范种苗培育，实现
种苗培育、农资供应、棚间管
理、市场销售全过程质量监管，
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体系和食
用农产品可追溯供应商体系，
推广规范化种植。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镇
还以黄瓜文化节等多种大型宣

传活动为契机，将全国各地客
商资源“引进来”；利用传统纸
媒、“互联网+”多渠道“走出
去”，确定西安、杭州、合肥、广
州等大城市为曲堤黄瓜销售的
目标市场。

目前，曲堤黄瓜市场各类
蔬菜年交易量达10亿斤，产值

近15亿元，是货真价实的“全国
最大的优质黄瓜专业批发市
场”、“国家农业部定点市场”。

种植户超过1 . 2万户
菜农存款额达18亿元

“这几年来，曲堤黄瓜市场
的认可度越来越高。”相关负责
人说，每公斤曲堤黄瓜的市场
价格同期比周边地区生产的高
出0 . 8元左右，“大部分销往一
线城市的高端市场，仍常常呈
现出供不应求的景象。”

目前，曲堤黄瓜已经成为
曲堤镇当之无愧的主导产业，
有力地促进了全镇百姓发家致
富。据不完全统计，曲堤镇大棚
种植户超过1 . 2万户，通过“换
茬轮作”种植模式，菜农人均纯
收入超过3万元，全镇菜农存款
额达18亿元，80%的黄瓜种植
户年纯收入达到10万元。

曲堤黄瓜产业和黄瓜专业
批发市场的快速发展，不仅促
进了收购、运输、育苗、农资、服
务外包等产业的发展繁荣，还
聚集了大量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吸引了大批商户来
曲堤投资兴业，吸纳大量人口
就业，辐射带动了全镇经济的
发展。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刘
慧） 近日，由济阳县总工会主
办、济北口腔医院承办的炎炎夏
日送清凉，关爱口腔在行动大型
公益活动将于14日（星期六）走进
三发舜鑫苑小区，为小区居民送
上一道集文艺演出、口腔义诊、
口腔保健为一体的丰盛大餐。

据了解，口腔健康公益活
动是济阳县总工会携手济北口
腔医院开展的关爱职工口腔健
康活动，该活动由济北口腔医
院爱心大使王璇璇主持，包括
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口腔健
康知识普及观众互动，另外，济
北口腔医院的医师现场免费为
观众进行口腔健康检查。

济济北北口口腔腔医医院院义义诊诊

1144日日走走进进三三发发小小区区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梁越） 不惑
之年自考取得山东中医药大
学中医学毕业证，年近半百又
取得执业药师证。提起济阳街
道化仁店村村民陈道三，村里
村外，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
他这种活到老、学到老，学无
止境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家
人和邻居。

近日，记者见到了化仁店
村民陈道三，他今年50岁，是
一家药店的售药人员。“1990
年我高中毕业，成绩不理想，
便到一所民办医学中专学校
就读，毕业后回到家乡当起了

乡村医生。”陈道三介绍说。
“陈道三这个人做事非常

严谨，严格按照书本知识为村
民看病，待病人病情有所好转
时，他还会建议再吃药或打针
巩固一下，没想到这一举措却
遭到村民误解，以为他多赚大
家的钱。”陈道三的同学李先
生介绍称。

由于病号数量的减少，陈
道三的生意越来越惨淡，随后
他结束了12年的乡村医生之
路。后来，家乡一所中学缺生
物老师，拥有教育梦想的他当
起了民办教师。“来到学校后，
我发现很多老师文凭都很高，

我也想拿更高的学历。”陈道
三称。

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陈
道三决定自考山东中医药大
学的中医学。购买书籍、打印
资料，陈道三开始了自考之
路，每天抽出至少5个小时来
学习，课本和考试资料空白处
写满了知识要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
陈道三以远远超出分数线近
200分的高分成功考入山东中
医药大学。白天上班、晚上学
习，寒暑假到大学学习，三年
后，陈道三顺利取得了山东中
医药大学中医学的毕业证。

取得成绩的他并并不甘
心，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执业药
师证。2015年，他开始报名考
试，由于准备时间仓促并没有
通过。最终在48岁时拿到了执
业药师证。

“这次备战我整个人都
魔 怔 了 ，业 余 时 间 都 在 学
习，有时半夜想起哪个问题
会立马起床看书解答，在老
婆眼中自己成了‘神经病’。”
陈道三说。

当问及下一步计划时，陈
道三表示，自己心中还有教师
梦，今年打算继续备考教师资
格证，再回到学校教书育人。

3366岁岁考考大大学学，，4488岁岁拿拿执执业业药药师师证证
济阳街道陈道三：活到老、学到老

县县环环保保局局提提升升
依依法法执执政政水水平平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崔泽黎） 今年以

来，为逐步提升执法能力，济阳
县环保局严格加强执法程序，切
实提升依法执政水平。

据了解，县环保局要求对
法律文书的制作进行全方位
的指导、审核、把关，严格监
督检查程序。截至目前，完成
了26起行政处罚案件的审核
及文书制作工作，涉案罚款总
额306 . 3万元。

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严把
事实关、证据关、定性关、处理
关、程序关，执法人员提交调查
终结报告，经办人初审，执法部
门提出拟处罚意见，报分管局
长审查，局长审批，最后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刘慧） 近日，为确保普查名
录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济阳县
污普办审核下发名录，由镇

（街道）对名录库进行初选，普
查员入户调查，并与大气排放
源清单、环境统计名单、双随
机监察系统、排污许可证等进
行匹配，务必做到不重不漏。

截至目前，已基本建立了
济阳县普查基本单位名录库，
新增102家污染源，共计5742
家污染源单位，其中工业企业
和产业活动单位4910家，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713家，集中式
污染治理设施119家。

最终经清查筛选后，确
定生活源锅炉4家、6台锅炉，

入河排污口7个，工业企业478
个，畜禽养殖121个，集中式污
染治理设施6个。为稳步推进
质量审核，县污染源普查办公
室还邀请山东省科学院生态
所承担济阳县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质量评估工作，制定

《济阳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前期准备及清查阶段质量
评估报告》。

报告显示，在济阳县十个
镇（街道）分别抽取的 2 5家
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
中，其漏查率、重复率与错
误率均小于2%。下一步，污
普办将充分利用第三方力
量，加强评估核查，提高普
查数据质量。

为为生生态态环环境境““号号准准脉脉””
济阳县开展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济阳县环保局严把建设项目审批关

项项目目选选址址不不合合规规？？退退回回！！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崔泽黎） 近
日，济阳县环保局严把建设项
目环评审批关，对不符合规划
选址等要求的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予以退回，对不符合试
生产条件的建设项目下达限
期整改函等，较好地发挥了

“控制闸”作用。
同时，为创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济阳县环保局主动对
接，靠上服务，开通绿色通道，
缩短审批时限，争取在最短时
间内为服务对象办理环评审
批手续。

今年以来，济阳县环保局制
作了《济阳县环境保护局重点投
资项目帮包责任制对接表》，对

25家牵头单位和145个重点项目
的服务工作做到了分配到人，对
部分重点项目开展了实质性工
作，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另外，还为重点项目提供
环保政策及污染治理技术方面
的指导，使企业少走弯路，少花
冤枉钱。对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建设项目，严格按规定办事，从
源头上杜绝新污染源的产生。

据了解，济阳县环保局上
半年共审批报告表类建设项目
61个，报告书类建设项目3个，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
43个，验收项目合格38个，整改
中4个，属重大变动、处罚后需
重新报批1个，办理其它行政审
批事项2项，拒批项目3个。

黄瓜种植户在管理黄瓜。 本报记者 刘慧 摄

曲堤黄瓜大棚种植面积超5万亩，大部分销往一线城市

近近万万黄黄瓜瓜种种植植户户各各年年入入1100万万元元
近年来，曲堤镇通过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体系和食用农产品可追溯供应商体系，推广规范化种种植；利用媒体、互

联网大力推广黄瓜品牌建设，引导小农户加入合作社，对接大市场，农户在发家致富的同时也带动了全镇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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