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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大吕头茬西瓜上市了！
头茬亩产量9000余斤，每亩较去年多收5000余元
□半岛全媒体记者

过程严格监管，每个西瓜都有属于自己
的“身份证”，生长期间和上市前都要进
行采样检测，只有检测合格的西瓜才能
上市，上市前为西瓜刻棚号、授粉日期等
“身份”编码，上市后还可以根据西瓜的
“身份证”追根溯源。

李春燕

“头茬亩产量9000多斤，今年价格
比往年都好，一亩地能多收入5000多块
钱。”看着瓜棚里一个个成熟的西瓜，即
墨区段泊岚镇大吕戈庄村西瓜种植户杨
明杰高兴地合不拢嘴。4 月 7 日，作为青
岛地区上市最早的本地西瓜—大吕西瓜
开始成熟上市。据悉，大吕戈庄村大棚西
瓜始种于2000年，甘甜的大沽河水、肥
沃的黑土地等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先
进科学的栽培技术，造就了品种优良、
技
术环保和甘爽多汁的大吕西瓜，深受市
场青睐。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
模式，年产值400万元
今年西
瓜个头不
大 ，但 是 产
量很高 。

青岛地区上市最早西瓜
4月7日，记者来到大吕戈庄村种植
户杨明杰的西瓜棚前，只见种植户们一
边说笑着，一边忙碌着运送西瓜、过称、
收款，一片丰收喜悦的景象。来自城阳果
品批发市场的客商姜先生直接将卡车开
到了西瓜棚前，准备今年头茬西瓜的收
购，姜先生说他每年都要来收购大吕西
瓜，迄今为止已经有 10 多年的时间，靠
着大吕西瓜的好品质，每次都供不应求，
很受市场欢迎。
今年大吕西瓜最早 4月 4日开始成
熟上市，作为青岛地区上市最早的西瓜，
它运用秸秆反应堆种植技术，
以农作物的
秸秆为原料，在菌种的作用下，
将其分解
成腐殖质，同时产生大量的热量、二氧化
碳和一些有益的抗病孢子。
据悉，采用该

技术种植的西瓜比普通西瓜早上市约15~
20天，
且结出的西瓜个大味美，
免疫力高，
每
抗病虫能力强，
亩产量可达9000余斤，
个大棚能为农户带来收入4万余元。
为了保证大吕西瓜的品质，袁珍英
等种植户坚持不使用农药，都用有机肥
和农家肥，
还采用最原始的人工授粉。
“种
西瓜绝对是个苦活，种植周期跨越冬天，
”
袁珍英笑
过年都在忙，
没有一天休息的。
着说，
从头年11月份开始育苗、
嫁接，
40天
后栽到大棚里，
就一直忙到现在。
3月份开
始给西瓜授粉，
大棚里温度在30°
C到35°
C左右，
经常忙完一上午活，
身上的衣服就
全湿透了，
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卖
瓜时最开心了，因为挣钱了，付出有了回
报，
感觉所有的辛苦都很值得。
”
袁珍英黝

黑的脸庞上笑开了一朵花。

价格较往年上涨，一亩地多收
入5000余元
“今年西瓜个头不大，但是产量很
高，头茬亩产量在9000斤左右。”袁珍英
家一共种了2个棚4亩西瓜，她给记者细
细算了一笔账，
“ 今年收购价不错，每斤
4元左右，比往年都好，每斤高出五六毛
钱，这样一亩地就能多挣5000多块钱。”
据悉，这一季西瓜种植结束后，还可以再
种黄瓜和西红柿等蔬菜，不耽误下一茬
经济作物种植，这样就能更好地增加农
民的收入。
此外，记者了解到，大吕西瓜种植全

党史宣讲入家门，
“学党史，忆英烈，树新风”

青岛优抚医院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磊

日前，青岛优抚医院党总支抓住有
利时机，谋划了党史宣讲入家门、
“学党
史，忆英烈，树新风”主题党日、走进大泽
山抗日纪念馆、
“ 赋能+”护理岗位练兵
等一系列活动，以此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走向深入。
青岛优抚医院担负着全青岛市370
余名居家优抚对象的定期医疗巡诊任
务，在上门送医、送药的同时，医院也不
忘向他们宣讲党史。今年，青岛优抚医院
结合春季医疗巡诊工作，
组织开展“知党
情，学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抽调专业力

量成立工作组入户为退役军人服务。清
明节前夕，医院党总支成员带领工作组
奔赴各区（市），登门为退役军看病、体
检、送药、讲党史，并赠送党史系列书籍。
每到一户，党史宣讲人员不失时机地和
退役军人聊党史，让这些退役军人重温
建党一百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进一步

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即墨区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新闻发布会
□半岛全媒体记者
崔贤君

华敬方

通讯员

日前，即墨区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区委政法委分管
日常工作副书记王丰安介绍全区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工作总体要求、目标任务、
基
本环节、组织推进等情况，并代表领导小
组就搞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作出郑重承
区公安分局、
区司
诺。区法院、区检察院、
法局相关负责同志出席，
青岛日报、半岛
都市报、青岛新闻网等省、市、区级媒体
记者应邀参加。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全区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从2月底开始，到6月底基本结
束，为时4个月，分学习教育、查纠整改、
总结提升“三个环节”。学习教育环节 2
月底至3月底结束，查纠整改环节4月初
至6月上旬结束，总结提升环节自6月中

旬至 6 月底结束。此次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的对象是区委政法委、区法院、
区检察
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全体在编在职
干警。
本次全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坚持
目标导向、效果导向、问题导向“三个导
向”，突出筑牢政治忠诚、清除害群之马、
整治顽瘴痼疾、弘扬英模精神“四项任
务”，着力解决政法队伍中存在的政治不
忠诚、执法不公正、司法不廉洁、遇事不
担当、作风不过硬等问题，发现并查处人
民群众反应强烈、损害政法机关执法司
法公信力的突出问题，全面正风肃纪、
反
腐强警，着力锻造具有一支让党和人民
信得过、靠得住、
能放心的政法铁军。
3月5日，全区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动员部署会。3月8日至9日，政法各部
门依次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部署会
议，研究制定下发《即墨区关于开展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的实施方案》，成立全区教
育整顿领导小组，由区委书记任组长，区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纪委、
组织部、政
法委、公检法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下
设6个工作组。
3 月 18 日，召开全区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必
须紧扣上级部署要求，抓牢抓实学习教
育工作。3月22日，按照“一把手讲党课”
活动要求，区委书记韩世军同志对政法
干警进行授课，从敬畏之心、担当精神、
亮剑勇气、联动合力、坚强队伍等方面，
对教育整顿提出要求。3 月 25 日，按照
省、青岛市统一部署要求，政法各单位举
办“向党和人民报告——
— 政法机关开放
日”活动，受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
代表等 200 余人参加活动。3 月 26 日上
午，按照纪委监委主要领导作廉政教育
报告要求，区纪委书记李伟同志对政法

“大吕戈庄村坚持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通过建立‘党员责任区’、
‘党员示范
岗’,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带动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青岛乡源西瓜专业
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杨洪同告诉记者，他
们从“西瓜产业链”上选拔 3 名致富能
人担任技术指导，新发展 2 名党员、培
养 4 名入党积极分子，有效强化村级政
治 引 领 和 战 斗 堡 垒 作 用 。党 支 部 从 前
期主动为群众讲政策、跑市场、
“ 联户
交心”，到现在的“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发展模式，统购统销，西瓜产值已
达到每年 400 余万元，带动农户每户增
收10余万元。
记者从段泊岚镇政府获悉，今年还
将加快构建“高端农业带动、特色农业提
效、休闲农业增值”等三大功能体系，加
快推动海德坤无花果观光采摘中心、鲁
昊鹏博生态农业基地等提档升级项目，
打造大沽河流域现代农业示范带，结合
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加快引进休闲农
庄、特色民宿、自驾露营等乡村休闲度假
项目，加快构建休闲观光生态长廊。

坚定他们理想信念。
“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和老共产党
员，我很幸运能够得到你们细心的医疗
服务。更重要的是，我通过你们的讲解，
还有你们送的书，了解到了更多党的历
史，我感谢你们，感谢党和政府”。在退役
军人王老家中，工作人员在诊疗后与他
交流学习党史的心得体会，作为一名老
党员王老非常赞同党史学习教育，并表
示他自己会认真学习。青岛优抚医院在
加强内部干部职工党史学习教育的同
时，不忘向优抚对象宣讲党史，并将其作
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让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优抚对象心中。
干警集中授课，从形势、责任、重点、形
态、原则、纪律等六个方面为政法队伍廉
政教育工作进行专题培训。会前，全体政
法干警集中观看《守护民生》
《孙小果案
件》
《驯虎山下伏“贪虎》警示教育片。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郑重承
诺：将严格落实党中央、省委和市委要
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实的作风、最
有力的举措，确保教育整顿各项任务不
折不扣地落地落实。敢于动真碰硬，做到
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全力整治顽瘴痼疾，
不断提升政法队伍的纯洁性。坚持以群
众满意为标准，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做
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着力提
升政法工作公信力。强化统筹推进，坚持
政治建设与政法工作相结合，开展教育
整顿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
清除害群之
整治顽瘴痼疾
马与弘扬英模精神相结合，
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
以更加高涨的热
情、
更加旺盛的斗志、
更加有力的举措，
打
造一支忠诚可靠、
本领高强、
勇挑重担、
敢
打必胜的精兵劲旅，
持续为即墨区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强保障，
持续为建设
活力宜居幸福的现代化新区保驾护航，
以
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