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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B04

“大棚村”引来新产业“失地村”赢得新空间

相距15里俩村隔空成一家
莱山街道官庄与郝家庄“飞地合作”谱新篇，30个合作社联合抱团谋发展

◎俩村相距15里，隔空牵手破瓶颈
“比例1：3：10……”5月24日晚，郝

家庄的酵素产业基地里，一片热火朝
天的劳动景象。连日大雨，误了工期，
雨一停，村两委成员和工人们齐上
阵，争分夺秒赶工期，加班到凌晨两
点半，共制作了15池酵素，按照比例，
每池子670斤糖蜜、废弃菜叶1吨、水
3 . 5吨，经过两到三个月的发酵即可
生产出环保酵素水肥。首批酵素水肥
现处于试验阶段，试验成功后将大批
量投入生产，推广阶段将免费提供给
官庄蔬菜基地菜农使用。基地预计可
年产5000吨酵素水肥，年增加集体收
入50余万元。而在一年前，郝家庄人
还在为没有发展空间而犯愁。

郝家庄，是烟台市莱山区莱山
街道唯一的旧改村，随着旧村改造
项目的开展，可利用的土地资源逐
渐减少，苦于没有土地，加快发展受
到制约。

在郝家庄西边与其相距15里的官
庄，是莱山区最大的村，有3000余亩菜
园地和400余户菜农，却面临着每日垃
圾处理不及时和土壤日渐板结以及产
业单一等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
今，20多年的种植历史，致使这片土地

土壤板结酸化严重，土壤改良势在必
行。”官庄润奎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姜远虎说：“但咱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
办法，也是犯愁。”

一个村发展无“用武之地”，一
个村发展有心无力。一东一西两个
村，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达到优势互
补？对此，莱山街道工委主动当起了

“红娘”牵线搭桥，两村通过不断调
研，达成协议采取“飞地合作”模式，
郝家庄选址官庄山海南路以西的土
地，投资400万元依托官庄菜园地果
蔬“下脚料”和菜农的厨余垃圾发展
酵素产业项目。

官庄果蔬分拣基地分拣加工完
的剩菜剩叶，进入郝家庄酵素大棚
产出“郝家酵”酵素水肥，又反哺本
村和周边村7000余亩蔬菜大棚及
200余个水果大棚。“郝家酵”配套
“官家菜”，取原料于此，还肥料于
此，既解决该片区的生产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问题，又改善土壤酸化板
结等问题，提升果蔬品质。

一招妙棋，满盘皆活。俩村隔空
牵手合作“村联村”———“大棚村”引
来新产业，“失地村”赢得新空间。

◎街道当“红娘”一花引来百花香
官庄与郝家庄的成功合作得益

于“红娘”——— 莱山街道工委的牵线
搭桥。“这俩村的成功合作，也给我
们一些启发，辖区内还有20多个村，
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短板，是否也
可以合理搭配，资源整合？”莱山街
道工委书记丛培锋说。

据悉，2017年，烟台市委组织部
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
济，莱山区委每年拿出2000万元财
政资金对村居致富项目进行奖补，
莱山街道工委抓住这股政策东风，
积极担当作为，不到2年的时间，成
立了23家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
现了全域覆盖。2019年，莱山街道获
批“创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烟台市
级示范区”。

“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
后，面临一系列发展瓶颈，缺乏专家
的技术指导、缺少专业的运营管理、
缺少强有力的品牌支撑等等，关键是
各合作社产品单一、资源分散，抗风
险能力差。单个合作社与企业合作不
被认可、四处碰壁，不是嫌体量少，就
是嫌信誉低，怎么办？”莱山街道工委
副书记王文涛说，一线好牵，千线难
缠。经过研究莱山街道工委决定将

“当红娘”升级为“搭平台”，成立一个
联合社，化零为整，抱团发展。

2019年，莱山街道成立众享37°
小镇党委，为打破合作社单打独斗

的模式，由小镇党委组织各合作社
组建了烟台众享现代农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统筹各成员社、合作
企业的人才、土地、资金、技术等资
源，做实生产管理、品牌营销、技术
支撑、教学科研四个“体系”，做到统
一种植计划、统一生产资料供给、统
一产品销售、统一品牌打造、统一管
理运营。

“我们加入联合社后，种子、农
膜、棚膜经过联合社统一采购，给我
们的价格比我们自己去买低不少。
而且种的菜合作社统一销售，能卖
上价。”官庄菜农于孝金说，他有6亩
菜棚，原来生产资料投入约1 . 8万
元，一年毛收入约6 . 5万元；加入合
作社后生产资料投入降到了1 . 5万
元，一年毛收入提高了8 . 7万元。官
庄像于孝金这样的社员有400余户，
单这一“降”一“提”上就给广大社员
带来了显著的收益。

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联合
社由刚开始的14家，发展扩大为现
有成员单位30个，包括23个村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和辖区7个优秀专业
合作社。

一个在东边，是莱山街道唯一的旧改村，有资金、有技术，却苦于没有土地；一个在西边，是莱山区最大的村，有3000余亩菜园地和400余户菜农，却
面临着产业单一和土壤日渐板结等问题……

对此，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工委当起了红娘，官庄与郝家庄相距15里隔空“牵手”，采取“飞地合作”模式，村联村、社联社，抱团发展同走致富路。

众众享享3377°°小小镇镇党党建建引引领领乡乡村村振振兴兴融融合合发发展展区区党党群群服服务务中中心心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延伸产业链条
除了让广大社员见到实

实在在的收益外，联合社还着
眼长远，带领成员社探索走上
一条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路。

解决了自己的发展短板
后，郝家庄党支部成立烟台庆
祥果蔬专业合作社，在联合社
的扶持下一门心思要搞好酵
素产业。据介绍，酵素水肥中
除了含有植物生长必需的氮、
磷、钾养分和中微量元素外，
还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大量
的有益生物菌，为土壤增加大
量的有益微生物和有机肥，使
作物健壮，增强抗病能力，达
到增产目的的同时，减少农药
使用量，既降低农民成本，又
减少污染，保护环境。

联合社专门为郝家庄的
酵素项目注册了“郝家酵”品

牌，该酵素项目是全国第一个
将酵素工艺从实验室运用到
规模化实际生产的项目。

“我们的酵素大棚，大家
现在看到的是29个酵素池，像
这样的池子我们一共有59个，
我们北侧果蔬基地每天产生
分拣后的剩菜剩叶和400余户
菜农的厨余垃圾大约4吨，正
好占满一个酵素池，这样我们
每2个月刚好可以循环生产一
轮。酵素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
备回到菜园中，剩下的固体颗
粒，制作成酵素堆肥也回到土
地中，所谓‘零落成泥碾作
尘’，我们变废为宝，让这些所
谓的‘垃圾’，留香故土，既能
缓解土壤板结，又能生产出质
量上乘、美味可口的果蔬产
品，这就形成了我们的绿色生

态农业循环系统。”郝家庄庆
祥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郝
永说：“在联合社的支持下，我
们合作社和官庄润奎果蔬专
业合作社进一步达成合作，在
我们基地后面400多亩大棚全
部铺设了管道，将来水肥一体
化实现后，菜农在家里拧开水
龙头就可以用上酵素肥料。另
外，酵素产业还有很多衍生的
产品，还可以生产出牙膏、洗
面奶、洗发水等，我们对未来
的发展很有信心。”

郝家庄和官庄俩村的合
作社在联合社的扶持下，正在
逐步形成了“果蔬垃圾-酵素
肥-肥还田-果蔬”的循环农业
模式，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延
长产业链，促进果蔬种植产业
可持续发展。

◎巧设“双保险”，入股社员旱涝保收
郝家庄在联合社的带动

下发展得有声有色，官庄的发
展也是齐头并进。

官庄润奎果蔬专业合作
社，依托3000亩蔬菜大棚，在大
棚南30亩的土地上建一处果蔬
分拣基地，以全民现金参股的
形式获得经营利润分红，村民
很踊跃，1201户中入社村民203
户，入社资金209 . 7万元，平均1
户出资1万元左右。

有了村民的支持，果蔬分
拣基地迅速建设。此时有企业
慕名前来想通过联合社寻求
合作。在联合社的协调下，官
庄润奎合作社最终与恒正惠
佳集团达成合作，组建“众享·
惠佳果蔬分拣基地”，致力于
打造融合无公害蔬菜批发、冷
链物流配送、净菜和半成品菜
加工输出、现场采摘、体验式

餐饮为一体的新零售标杆市
场。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其
中合作社投资600万，主要用
于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包括4
个果蔬分拣大棚和管理用房；
恒正惠佳出资400万，主要用
于打造农产品的溯源体系，消
费者扫码就能看到果蔬的“来
龙去脉”。

联合社牵线，官庄引入第
三方运营公司合作，提供技术
支持、联系产销渠道、确保良
性运营，双方共同打造“官家
菜”绿色蔬菜品牌，为菜农打
造增效、增收、增值的发展平
台，合力打造产销融合行业新
模式，共同拓宽增收富民路，
实现合作双赢。

不同以往单纯“收租金”合
作模式，此次合作联合社全程
参与，在广泛调研磋商后，合作

双方一致同意采用“农民入股+
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合作模
式。即投资商交付一定租金作
为保底收益，与合作社按比例
投资运营，合作社以当年盈利
为基础享受相应比例分红，不
承担亏损风险。村集体收入由单
一租金收入变为可递增可持续
的经营收益。对于入股社员来
说，这种合作模式无疑如同“双
保险”，确保即便企业处在最差
的经营状态下，社员也能拿到
租金分红。如果企业效益好，社
员还能享受合作社的净收益分
红，从而实现旱涝保收。

社员除了保底收益和分
红外，还有按劳计酬、多次返
利等多种收益，形成人人都是
投资者、人人都是运营者、人
人都是管理者，合作社也因此
赢得了社员的支持和信任。

◎串起“点线片面”，崛起“样板群”
在官庄，莱山街道出资建

设2000平方米的示范棚，栽种
了19种果蔬，将来每一种果蔬
在7000亩果蔬基地里分别有
对应的量产基地。“目的就是
示范引领辖区内果蔬种植产
业提档升级。”办事处主任王
大昌说，“我们与区大数据局
合作，依托农产品溯源体系，
夯实订单式农业，加快推进农
产品溯源体系全覆盖，凡购买
众享37°小镇旗下产品均可
通过扫描二维码追溯货源、产
地、商户、价格等信息，通过溯

源体系‘再源头化’实现‘从种
子到筷子’的全产业链服务应
用。”

找准落脚点激活原动
力。目前，在莱山街道像官庄
和郝家庄这样的村正在由点
及面、由线成片地发展起来，
辖区23个村规划建设了26个
产业项目，内容涵盖了果蔬
分拣、酵素产业、生态种植、
休闲旅游、民俗餐饮等方面，
项目总投资1 . 6亿元，已累计
完成投资7000万元；未来将
通过众享联合社的引领带

动，围绕建设“生态果蔬花
园”和“绿色康养小镇”的目
标定位，重点发展“文旅莱
源”“众享山海”两条纵线，以
官庄、友谊为代表，建强绿色
蔬菜、香草培育、水果采摘等
六大示范园区，振兴特色种
植业；以植物园、农禅谷为代
表，规划建设休闲体验中心、
亲子研学基地，振兴乡村文旅
产业；以河北、东沟为代表，发
展羊汤、老豆腐等特色小吃，
振兴特色餐饮产业，以产业
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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