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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特色产业经 奏响振兴富民曲
商河县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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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鸣

甘薯产业带
正在规划中

在怀仁镇大沙河南岸王轴
芝村的甘薯地里，到处都是丰收
的欢笑声。负责人王陆春开心地
跟我们介绍，“今年这甘薯的产
量真是出乎意料，平均一亩地能
到7000斤！多亏了咱镇上推广的
标准化种植模式！”

在种植过程中，王陆春在怀
仁镇农业办的指导下，栽苗、除
草、控旺、施肥、浇水这一系列的
种植过程全部严格按照标准化
种植模式进行管理，最终喜获丰
收。

近几年，怀仁镇甘薯产业发
展迅速，已初具规模，种植品种
达到十余种，种植面积达到5000
亩，覆盖20多个村。今年，怀仁镇
还高标准打造了数字甘薯示范
基地，与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开
展新品研发合作，探索甘薯产业
的新品种、新机械、新技术，充分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打造甘薯产
业的“实验田”和“排头兵”，为鲜
食甘薯产业和现代高效农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如今，商河县正规划沿大沙
河甘薯产业带，依托壹亩地瓜等
龙头企业，进一步夯实“龙头企
业+基地+农户”的甘薯产业发展
体系，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
动更多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精致蔬菜
富村裕民

走进郑路镇张尚庙村的黄
瓜大棚，一行行由黄瓜构筑而成
的“绿墙”在大棚里排列整齐，鲜

嫩翠绿的黄瓜缀满枝秧。早起的
村民穿梭在长势喜人的大棚中
采摘，不一会儿就装了满满一桶

“丰收的果实”。
“张尚庙村有2个自然村，共

260户946人，全村占地面积达
1500亩，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引了
不少种植户到这里流转土地种
植蔬菜，进而带动大批村民走上
致富路。”张尚庙村党支部书记
王笃坤说，今年全村有60多户农
户种植蔬菜，种植面积达600多
亩，经过科学种管，蔬菜长势喜
人，村民户均增收5万元以上，获
得了较好的收益，展家蔬菜成了
名副其实的“致富菜”。

据介绍，郑路镇是传统的农
业大镇，由于地处六镇交界，商
贸繁荣，展家蔬菜更是闻名已
久，目前全镇蔬菜大棚已发展到
8000个，露天菜0 . 95万亩，年产
蔬菜29 . 1万吨，辐射带动姜楼、
淄角等十多个乡镇果蔬产业发

展到3 . 4万亩，年产蔬菜38 . 8万
吨，形成了以订单式种植为主，
春季大棚菜、夏季露地菜、秋季
复种菜、冬季温室菜搭配生产、
四季常鲜的生产格局。

近年来，郑路镇立足蔬菜种
植基础和优势，全力打造精致蔬
菜绿色生态发展新模式，做优果
蔬产业，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
新动能。

温泉花卉
催生美丽经济

“美丽乡村建设既有看头又
有赚头，既赏心悦目看在眼里、
更实实在在揣在兜里。”来贾庄
镇开展暑期实践的陈晓雪向当
地村民由衷地表达自己的内心
感受。她的感慨也是贾庄镇依靠
温泉花卉种植走上致富路的完
美总结。

就在几年前，贾庄镇的几个

村因为地理位置和交通的原因，
一直是市定扶贫工作重点。不少
村庄以传统农业为主，一没企
业、二没产业，脱贫攻坚难度很
大。2019年，贾庄镇依托农业龙
头企业，牵线搭桥，开始了温泉
花卉的种植，２年时间，一条“龙
头企业＋园区＋合作社＋小农
户”的现代经营体系就构建完
成，农民从之前的传统粮食种
植，转身成为高端花卉种植能
手，“美丽经济”有效促进了集体
增收、群众致富和产业振兴，昔
日的经济薄弱村已实现了华丽

“蝶”变，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产
业发展优势突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中之重，是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发
展的源泉。商河县将不断聚焦产
业发展，坚持精准发力，走好乡
村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持续推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通讯员 刘美森

神农尝百草，思邈封药王，时
珍著纲目……中医药是中华民族
独具特色的文化瑰宝，中草药更
是中医药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
民族应用中草药的历史源远流
长。9月15日下午，商河县中医医
院中药房主任李功举、中药师王
璐和党建办主任翟尚红、绩效办
主任邓秀霞、宣传科主任刘美森、
外联部专员肖敏一起走进商河县
第四实验小学，和孩子们一起“识
本草，话中药”，望薪火代代相传。

李功举用大量生活实例来说
明讲授的知识点，不仅使枯燥乏味
的专业知识充满活力，更是让同学
们更加贴切地理解中国中医药文
化的博大精深。学习中医故事，传播
中华文化，本次活动让学生们感受
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医智慧
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体现得淋漓
尽致，也让学生体会到中医药在全
球医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并鼓励
学生要自立、自强，积极了解中华之
瑰宝，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王璐生动活泼的讲解中药知
识，形象地呈现生活中常见的中
药材，如焦山楂、蝉蜕、合欢、莲须
等。同学们对中医知识特别好奇，
不但听得全神贯注，还积极参与
到每一次的互动中，“原来，它们
不仅仅是植物，还是中药材呀！”
同学们新奇地看一看、闻一闻、轻
轻摸一摸。

商河县中医医院浇灌花朵成
长，传承中医经典。在这次中医药
文化交流活动中，让同学们感悟
经典、动手绘制，触摸到中医药文
化，深深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
魅力，并得到师生们的认可和赞
扬。相信这次活动，会像一粒种
子，扎根在孩子们心中，定会在他
们今后成长的日子里开花结果。

通讯员 张晶

为提高患者满意度，打造有
温度的医院，将“家”文化根植于
每位职工的心中，商河县人民医
院工会、护理部联合临床一线、窗
口科室共同开展“一科一品”活
动，用实际行动践行“以病人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

组织召开活动方案解读会。
共37个科室参与，护理部副主任
陈秀霞对活动方案、活动切入点
进行了详细讲解，并举例说明，拓
宽科室制定方案、开展活动的思
路。组织召开活动进展汇报会。针
对参与活动的各科室所提交的方
案，根据抽签顺序，由活动负责人
依次进行活动进展汇报，共同探
讨交流，取长补短，固强补弱。医
务科主任刘峰、护理部副主任陈
秀霞参加会议。

行稳方能致远，把“特色”做
足做亮，把“常规”做实做细，打造
群众满意的服务品牌，商河县人
民医院一直在路上。

通讯员 袁丽洁

9月12日上午，中秋佳节期
间，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能源
投资控股集团济南市商河恒泰
供热有限公司志愿服务队来到
商基鑫城小区开展供热服务进
社区活动。工作人员将“营业厅”
搬到群众家门口，向群众普及供
热知识，深入供暖小区和居民面
对面进行宣传和交流，实现“零
距离”服务。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热情的
向前来咨询的用户发放供热常
识宣传页，并耐心细致讲解用热
常识和注意事项，为用户答疑解
惑。向小区居民详细讲解了相关
供暖常识，并向居民们分发供热
明白纸、供热宣传手册，为用户

提供热费查询服务、微信公众号
使用指导，对缴费流程、收费标
准、供热政策、业务流程、服务标
准等进行了详细讲解。

同时，供暖管家主动走访供
热用户，到其家中询问用热情
况，倾听用户诉求，检查用户室
内供热设施。对居民提出的供热

疑问进行了逐一耐心解答，收集
居民反映的供热问题进行了收
集、汇总、记录，制定了解决方
案，结合供热设施提升改造逐一
落实。

让居民能够“少跑腿、不跑
腿”，进一步拉近了政府、供热企
业之间的距离，用实际行动提升
服务品质，也为保障冬季供暖工
作、提升供热品牌打下坚实基
础。

下一步，济南市商河恒泰供
热有限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将深
刻践行“知行合一，为人民服务”
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发扬“一张
网、一盘棋、一条心、一股劲”的
企业精神，继续开展供热服务进
社区活动，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
服务。

通讯员 徐迎春

近日，商河县印发《商河县
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
县实施方案》，进一步推动全县
中医药事业发展，全面提升中医
药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中医药防
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持续
擦亮“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
单位”金字招牌。

按照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示范县建设标准，结合商河县中
医药工作重点，《方案》对加强中
医药组织管理、促进中医药发
展、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
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中医
药综合服务能力、加强监督考
核、提高服务满意率和知晓率7
项工作内容提出细则要求，并将
7项重点任务细化分解为建立中
医药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加大财
政支持力度、加大中医药宣传推

广力度等42项具体举措，确保各
项工作达到全国基层中医药工
作示范县建设标准。

商河县将以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为根本宗旨，以创建全
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为主
线，以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坚
持中西医并重，突出中医药专
病专科特色，扩大中医药服务
领域，完善基层中医药三级医
疗预防保健体系，深入推进中

医药人才队伍、基础设施、服务
能力三个建设，打造以县中医
医院为龙头，其他县直医疗机
构中医药科室为骨干，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站、村卫生室为主体，中
医诊所、中医门诊部为补充的
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促进全
县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
人人享有更优质中医药服务的
目标任务。

商河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

商河恒泰供热有限公司：

假期在一线，便民服务进社区

乡村振兴，产业先
行。近年来，商河县以产
业振兴为出发点，充分
结合村情特色，加快发
展现代农业，以标准化
生产、集群化发展为主
攻方向，持续做好特色
甘薯、温泉花卉、精致蔬
菜等特色产业，集中整
合资源，着力打造特色
产业集群，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成效显著。

村民收获“丰收的

果实”。

商河县中医医院：

带着中医药文化

走进小学校园

商河县人民医院：

召开“一科一品”
活动启动会

供热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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