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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政府作为唯一市级单位
在全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会议上作了
典型发言
5 月 7 日，省委、省政府在济南召开了全省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暨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
作动员电视会议，龚正省长就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和集中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
作作了安排部署。我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希信作
为唯一市级政府先进典型进行了发言。
去年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部署要求，凝心
聚力、精准发力，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目前，全市有改革任务的 3699 个村（居）
中，已有 2173 个完成清产核资，2048 个完成成员
认定，1743 个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肥城市被确
定为国家级试点，东平县被确定为全国农村综合改
革试验区，泰山区、新泰市被确定为省级试点；我
市荣获 2017 年度全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考核“优秀”等次。
（经管站）

市农业局召开“党的建设规范化创建活动”动员会

我局代表山东省在国家农业农村部
省市县农业部门负责人轮训班上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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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县塑造“四型”新业态

发展农业“新六产”

4 月 9 日-13 日，农业农村部举办了省市县三级
农业部门负责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转型
升级专题轮训。第 1 期省、市两级农业部门负责人
培训班，共有 19 个省、市的 211 名农业厅局长参
加了培训。在本次培训班结业仪式上共有 10 个省
份的学员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我局党委书记、局长
刘兆泉代表山东省作了题为《凝心聚力 攻坚克难
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典型发言，得
到部领导和兄弟省市的高度评价。
（办公室）

◆重要荣誉
我局获得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
先进单位
4 月 13 日，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综合考核奖励大会，我局被授予“2017 年度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并
颁发了奖牌。
2017 年，我局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
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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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产业结构调整、
一二三产业融合、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品牌建设、
农业绿色发展、农村综合改革等方面取得丰硕成
果，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人事科）

◆机关党建
市农业局召开“党的建设规范化创建活动”
动员会
4 月 18 日，市农业局“党的建设规范化创建
活动”动员会召开，局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以及局属
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局党委书记、局长
刘兆泉作了动员讲话。会议传达了市直机关党的建
设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并对我局“党的建设规范化
创建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认为，开展“党的建设规范化创建活动”，
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客观需要，是
服务全市农业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是落实市委巡
察整改的重要举措。开展“党的建设规范化创建活
动”，进一步扭转“副业”思想、依赖思想、
“好人
主义”等五种错误思想，切实规范党支部政治功能
和支部书记的政治责任。
会议要求，要强力推进组织建设规范化，科学
合理设置党组织，严格落实换届制度，配齐配强领
导班子，严格党费收缴。要强力推进制度建设规范
化，针对市委巡察反馈的制度建设不健全、“三会
一课”制度执行不到位、活动开展不严肃等问题，
建好制度、抓好执行。要强力推进党员教育规范化，
针对市委巡察反馈的政治敏锐性不高、重视程度不
足、学习不深不透、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切实抓实
理论武装、实践教育、高层次培训、主题党日等活
动。要强力推进台账管理规范化，针对市委巡察反
馈的党建台账档案资料收集不齐全、管理不规范、
个别资料存在造假现象等问题，进一步统一标准规
范，严格落实责任，强化结果运用。要强力推进责
任落实规范化，建立健全局机关党建领导小组，进
一步明确界定从严治党责任目标，建立科学规范、
运转高效的机关党建工作责任体系，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
（机关党委）

市农业局开展“学模范 争先锋”主题党日
活动
4 月 25 日，根据党的建设规范化创建活动实施
方案和年度主题党日活动安排，市农业局组织各党
支部委员赴岱岳区天平办事处大陡山村开展“学模

范 争先锋”主题党日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党员干
部的思想觉悟和党性观念。
各支部委员认真听取了苏庆亮同志先进事迹
介绍，观看了苏庆亮带领群众致富之路等 3 个影像
资料，再现了苏书记筚路蓝缕的人生轨迹和小山村
艰苦卓绝的蜕变历程。之后，我局发挥技术优势开
展了党员志愿服务——为茶农进行技术指导。我局
有关专家结合当地的气候和地质环境给茶农讲解
了病虫害的预防措施和注意事项，并对农药使用、
大棚搭建、茶叶炒制关键环节等方面进行了技术指
导。
（机关党委）

◆信息速递
全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总结会
在我市召开
4 月 3 日，全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总结会
议在我市召开，省农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褚瑞云
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副秘书长郑晓明，市农业
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兆泉、总农艺师毕成参加了会
议。会上总结交流了全省各地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
范工作的经验做法，安排部署了 2018 年度小麦、
玉米新品种展示示范重点任务和措施，公布授牌第
一批全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中心，我局种子站
站长徐加利作了典型发言。
会议强调，面对当前品种审定制度改革的新形
势，展示示范是当前指导农业生产选种、用种最直
接有效的手段，是加快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途
径，是提高种子质量、促进粮食增产的重要抓手。
各地要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力争通过 3-5 年
的努力，在全省所有粮食主产县（市、区）都建成
一处展示示范中心，让农民看得到、学得会、用得
上，真正让品种展示示范发挥实效。
（种子站）

全省农技推广工作会议在我市召开
4 月 16-17 日，全省农技推广工作会议在我市
召开，省农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褚瑞云出席会议
并讲话,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湘安，市
农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兆泉，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王民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 2017 年全省
农技推广工作，研究探讨了新形势下做好农技推广
工作的思路措施，安排部署了 2018 年推广工作重
点任务，我局农技站站长作了典型发言。
会议指出，2017 年全省农技推广系统干部职工
扎实工作，履职尽责，围绕技术指导、技术培训、
项目管理、新技术新成果示范推广以及专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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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显著，为推动全省农村经
济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作出了应有贡献。2018 年要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优化供给、提质增效和农民
增收为目标，扎实推进各项推广任务的全面落实。
5 月 3 日，我市召开了农技推广工作会议，传
达了全省农技推广工作会议精神，并对下一步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
（农技站）

全市农业脱贫攻坚工作会议召开
4 月 26 日，全市农业脱贫攻坚工作会议召开，
市农业局党委委员、副调研员刘洪新出席会议并讲
话。会议传达了省农业厅农业脱贫攻坚工作会议精
神，总结了我市农业脱贫攻坚工作情况，并对 2018
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上，刘洪新代表局党委
与各县（市、区）签订了《农业脱贫攻坚工作责任
书》。
会议要求，各级农业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市委关于扶贫开发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
分调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性，广泛开展扶贫开
发工作。要建立贫困农户脱贫长效机制，加大精准
扶贫培训和转移就业力度，努力增强贫困农户脱贫
致富能力，确保按时完成全市农业脱贫攻坚任务。
（财务科）

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召开
4 月 26 日，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
召开，市农业局党委委员、副调研员刘洪新出席会
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
作会议精神，总结了 2017 年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并对 2018 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认为，2017 年，各级农业部门紧紧围绕创
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市”目标，坚持质量兴农理
念，坚持“产”“管”结合，创新工作机制，强化
措施落实，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2018 年将紧紧围绕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市”的目
标，坚持质量兴农，坚持“产”“管”并举，发扬
钉钉子精神，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全力提
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质监科）

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塑造终端
型、体验型、循环型、智慧型四种新业态，加快农
业“新六产”发展。
一是培强做大农业龙头企业，打造终端型新业
态。推动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发展，建立多种形式
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从初级产品到终端消费无缝对
接，初步形成了以洲际泰、水浒湖产品等为代表的
出口型龙头企业集群和以祥瑞药业为代表的精深
加工型龙头企业集群。
二是挖掘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打造体验型新业
态。依托优越生态环境、深厚文化底蕴，将休闲农
业示范园区、标准园建设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全力
打造乡村休闲旅游、采摘旅游等多种农业休闲方式
兼容的旅游格局。银山镇南堂子农业公园、接山镇
朝阳庄田园综合体等十几个产业园，已初步呈现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相融合的新业态。
三是推进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打造循环型新业
态。提高农业废弃物和加工副产物的资源化利用，
发展绿色农业、循环农业，实现生态保护与效益并
举。接山镇循环生态农业产业园、容业达秸秆综合
利用产业基地等呈现出农业生态良性循环新业态。
加快农产品品牌建设，全县“三品”品牌达 30 多
个，认证面积 70 多万亩。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1 个；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4 个。
四是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打造智慧型新业
态。东平电子商务产业园已打造成全国排名前 100
的县级电商产业园，也是鲁西南地区首家落地运营
的县级电商产业园。与阿里、淘宝、京东等电商平
台实现了无缝隙对接，搭建培植了买卖惠、卖货郎
等 10 家本地电商平台，东顺、品骏等各类电商企
业达到 109 家，浒源农场、陈鱼儿农家食品等 600
多家淘宝店铺活跃线上，200 多种农产品成功登陆
淘宝、京东、买卖惠等电商平台。
（东平县农业局）

◆典型风采
东平县塑造“四型”新业态
六产”

发展农业“新

发：各县（市、区）农业局、经管局（办），
泰安高新区农工办、泰山景区农林局，
局属各单位

东平县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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