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水河畔，果树飘香。时下季节，站
在莱阳市万第镇高卓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田园综合体项目观景平台向四周眺望，
山间千亩果树缠腰，山下清波绿柳，垅上
关关鸠鸣，山峦布谷声声，一幅极具特色
的生态画卷呈现眼前。

如画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但很难
想象，就在5年前，这里80%还是荒山秃
岭，20%是土层20厘米以下的山耩薄地，
全村土地基本撂荒，村民完全靠天吃饭，
村集体多年无收入……

几年来，从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到
田园综合体获评全市基层党建观摩十
佳项目，高卓村探索的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模式给全市颇多启发，更值得复制借
鉴推广。

村支书4次参加企业董事会

高卓村的“蝶变”，徐杰感触最深。
“为了能让村民过上好日子，村党支

部想尽了各种办法。”这位村党支部书记
回忆起5年前的情形，依旧历历在目。

由于山村土地撂荒，道路、水利等设
施不足，很难吸引项目投资。为打破村庄
困局，村党支部一班人在几番研讨后，想
到了本村在外的“能人”——莱阳市恒润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敏。村党支部主
动找到他，希望能在这片荒山上进行果蔬
种植。

“由于条件实在太差，我当时也很忐
忑。”徐敏回忆当时情形时表示。如果在

荒山上建果蔬基地，投资大、周期长，项目
前景并不被看好。“董事会首次开会就否
决了这一项目。”徐敏说，“在我极力争取
下，董事会还是决定，先捐助村党支部20
万元，把3公里外富水河的水引上山，再考
虑项目。”

企业抛出了橄榄枝，村干部看到了项
目的希望，当天就挨家挨户做动员，第二
天就动了工。村党支部成员带头吃住在
山上，两个月时间修建水渠3公里、泵房2
座，完成正常造价需要40万元才能实现的
工程。

紧接着，村党支部找专家论证、测土
样、做方案，拿出一张蓝图。村党支部书记
破天荒地被邀请参加恒润公司的董事会，
连续作了4次商议汇报，董事会最终被村党

支部一心为民、敢打硬仗的精神和完善的
工作方案打动，与党支部达成合作协议。

随后的半个月，村党支部完成了3000
亩土地流转，领办了农业专业合作社，入
社率达到80.2%。合作社与企业一起，组
织劳动力和机械，修建硬化了12公里环山
路，新建蓄水量12万方的水库，铺设主管
道4万余米，立柱3.5万余根，种植苹果18
万余株、黄桃7万余株，先后投资8000多
万元，沉睡的荒山终于被“唤醒了”。

社企合作走出致富新路子

园区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整体发
展规划也日益清晰，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田园综合体初具规模。（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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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仁） 7
月9日上午，市委书记张术平主持召开全
市各民主党派上半年调研成果座谈协商
会，听取各民主党派有关调研成果和意见
建议。市委常委、秘书长于松柏，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金志海参加。

会上，各民主党派负责同志围绕提升
滨海一线旅游质量、完善物流与供应链体
系、落实援企惠企政策、推进医养结合、发
展苹果种苗产业、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
加快工业信息化等，分别作了发言。张术
平认真听取、仔细记录，不时与大家互动

交流，对各民主党派的调研成果给予充分
肯定。

张术平指出，今年上半年，在烟台发
展史上很不平凡、极其特殊。经过全市上
下的共同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重要阶段性
成果，稳增长、抗下行成效明显，一批重点
工程、重点项目加快实施，民生保障水平
持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
基本态势。在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常态
化疫情防控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很
不容易，凝聚了各民主党派的智慧力量和

辛勤汗水。
张术平强调，刚刚召开的中共烟台

市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对集中力量做
好下半年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作了安排部署。各级各部门要深入
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持续抓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
惯，落实落细重点人群、重点场所管控措
施；加快推进百项“三重”工作，千方百计
扩投资、抗下行、稳增长；深入实施改革
攻坚，聚焦国企、园区、事业单位等重点
改革任务，理顺体制机制，释放发展活

力；高水平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重点加
强与日韩合作，打造面向东北亚的经贸
交流新高地；着力保障改善民生，畅通群
众诉求渠道，办好《问政烟台》节目，抓好
老旧小区改造，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纵
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
良好政治生态。他希望，各民主党派继续
发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优良传统，
始终与中共烟台市委同向同行、同频共
振，聚焦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研，积极
建言献策，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
更多智慧力量。

本报讯（郑义 YMG 全媒体
记者 唐寿锐）7月9日，省政府在
我市召开全省渤海区域环境综合
治理攻坚战推进视频会暨渤海入
海排污口整治试点工作启动会
议。副省长于国安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飞在会议
上发言，副市长崔宗涛参加会议。

于国安强调，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以烟台市开展入海排污口整治国
家试点为契机，在全省范围有序
推进入海排污口整治工作。要严
格监测溯源，实施分类整治，坚持
系统治理，注重总结经验，全面查
清污水来源，全面掌握污染状况，
全面消除环境隐患，扎实稳妥推
进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要聚力推
进渤海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攻坚
战，全面梳理既定的目标任务，着
力改善入海河流水质，抓好船舶
港口污染防治，清理整治养殖污
染和海洋垃圾，加快生态修复项
目建设，防范化解海洋环境风险，

压实责任，强化执法，确保我省海
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陈飞表示，烟台市将把试点
工作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重要抓手，坚持“治口、治河、
治岸、治海”协同推进，突出抓好
入海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统
筹推进全域管水治水，大力开展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深化工业污
染防治等陆源深度治理，确保年
底前试点工作初见成效、三年内
基本完成整治，举全市之力打赢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2020年5月，生态环境部确
定烟台作为全国唯一的渤海入海
排污口专项整治试点城市，要求
我市先行先试，探索形成全国沿
海城市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
整治模式方法。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委托专家团队高标准制
定试点工作方案，构建“数治渤
海”大数据管理平台，建立健全权
责清晰、监管到位、管理规范的专
项整治长效机制，确保试点工作
高起点启动、高水平推进。

本报讯 7月9日上午，市政
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会，学习《中共中央关
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意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贯彻全
市高质量发展现场观摩会和市委
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市政协
党组书记、主席朱秀香主持会议
并讲话，部分中心组成员作了交
流发言。

朱秀香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准确把握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要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
导，充分发挥好政协党组在政协
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着力提升政协党建工作，努力
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

朱秀香强调，要立足政协工
作实际，切实抓好市委十三届十
一次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要强
化担当作为，围绕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推动“六稳”“六保”各项工
作，聚焦市委全会提出的“六个聚
力”工作部署，精心组织协商议
政、民主监督和调研视察等履职
活动，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多作
贡献。要坚持履职为民，组织引
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深入
基层群众、多办好事实事，在助力
脱贫攻坚、服务民生改善中作表
率树形象。要持之以恒抓好政协
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两支队伍”
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增强履职实
效，为政协事业创新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 （YMG全媒体记者）

漫步在莱山街头，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文明创建等公益广告和宣传栏随
处可见；老旧小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在
旅游景区，游客文明出游蔚然成风，服务
人员素质明显提升……作为烟台市的核
心区，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莱山区坚
决主动扛起创城“主战场”责任，以“创则
必胜、干则必成”的决心和行动，为烟台
市争创文明城市“六连冠”贡献力量。在
携手共建文明城市的浓厚氛围中，莱山
区建立长效机制，让创城的成果看得见、
摸得着，彰显了“典范莱山”的文明之美。

攻坚沙滩环境市场秩序
市民游客满意度大提升

“这是我第三次来烟台，每次来，都要
到莱山的海边看一看，否则就感觉少点什
么。”昨日上午，在烟大海水浴场的沙滩
上，游客吴女士领着女儿在海边漫步。海
面上、沙滩上，没有一点杂物，微风吹拂，
海面卷起层层浪花，让她怦然心动。

比浪花更美的，是文明之花。
身为莱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一位

“网格员”，张坤每天都要沿着烟大海水
浴场5公里的海岸线巡查，保守估计要
走2万多步。“游客都喜欢到莱山的海边
来玩，景色美是一方面，关键是干净，游
客的素质越来越高了。我们也建立了相
应的保障机制，将沙滩整治作为提升市
容环境水平、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突破
口。”张坤说。设立“网格员”，就是莱山
区健全长效机制，保障海岸线环境卫生
的一项重要举措。莱山区重新划定了环

境卫生保洁工作区域，制定《莱山区海岸
带分工管理保洁机制》《保洁分段职责一
览表》等文件，全区配备保洁人员65名，
全面落实海岸带沿线卫生保洁。为加强
监管力度，莱山区建立“日巡查”机制，配

备巡检人员8名，依据区域划分，每天步
行巡检1-2遍，实现监管工作全覆盖，确
保环境卫生整治不反弹。

和沙滩一样，农贸市场的环境卫生
和经营秩序，是一个城市是否文明的重

要指标。以芳华园市场为代表，今年以
来，莱山区多个农贸市场经过改造提升
后实现了全面提升。“摊位整齐划一，分
区规划有序，蔬菜摆放整齐，现在的芳华
园市场干净整洁多了。”（下转第四版）

张术平在全市各民主党派上半年调研成果座谈协商会上强调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向同行同频共振
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莱山区扛起核心区“主战场”责任，让创城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典范莱山”彰显文明之美
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振威 圣洋 丰源 摄影报道

莱阳市万第镇高卓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贫穷小山村农民
收入大幅增加，红色文化大放异彩——

“唤醒”沉睡的荒山
YMG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通讯员 贾文峰 庄杰英

志愿者在一丝不苟地清理沙滩志愿者在一丝不苟地清理沙滩

省政府部署入海排污口
整治工作全面推进渤海
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我市加强顶层设计
擘画深改“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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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普通高中
招30755人

今年重启烟台二中芝罘校区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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