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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第一书记
蹲点日记蹲点日记

近3年来，桦甸市常山镇
五兴村第一书记贾巍坚持扶
贫扶智，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该村集体经济由弱变强，已于
去年摘下省级贫困村的帽子;
贫困人口 71 户 141 人全部脱
贫，年人均收入跃升至 7000
多元。

据介绍，贾巍是吉林市教
育局下派干部。“教育”出身，
耳濡目染，“智”的种子在他心
中深深扎根。2017年3月，任
职五兴村第一书记，他坚信扶
智才是扶贫的关键点。

扶智须从教育入手。教
育不能忘记文化。文化引领
莫过于党建。贾巍驻村后的
首要之举，就是围绕党建开展
扎实的工作，班子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阵
地建设样样落实。在创建载
体上，他设计了以“不忘初心、
勇往直前、永远跟党走”为主
题的村部党建文化墙，丰富了
党建阵地的内容及形式;建设
党建书屋，由吉林市教育局机

关干部捐赠图书200余本，村
里党员干部有了学习充电场
所;带领村里党员到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先进村开展主题党
日等党建活动，丰富了组织生
活形式。

几个月的时间，五兴村逐
步形成了自己的党建文化，村
党组织一改从前软弱涣散状
态。

很快，五兴村的党建力量
经受了严峻考验。2017 年 7
月，一场罕见的大暴雨突袭五
兴村，村里顿成汪洋。贾巍
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成立
抗灾急救队，帮助 30 多户村
民安全转移，全村没有发生
一起人员伤亡事故。危难之
际，是党员干部让村民吃下
定心丸。

在党建的引领之下，贾巍
积极开展产业扶贫。在他的
主张下，村里实施了鲜食玉米
种植项目，建立了木耳种植基
地，对绿色蔬菜基地种植品种
进行了改良。这些项目为贫

困户增收脱贫打下坚实基础。
在项目发展进程中，扶智

依然是贾巍工作的重心所
在。他坚持深入调研走访，
量身定制了“一户一策”帮扶
方案，把技术送到贫困户家
门口。各类专家成了村里常
客——吉林市农业科学院鲜
食玉米种植专家受邀到村，免
费开展科技培训、提供咨询服
务;桦甸市就业局相关专家受
邀送课下乡，为贫困户辅导种
植、养殖专业知识……

正是在专家的悉心指导
下，村里一些贫困户成了种
植、养殖的行家里手。看到村
里的木耳种植技术走向成熟，
贾巍协调资金 30 万元，推动
建设黑木耳菌段生产基地。
基地今年建成投用后，已生
产 10 万袋菌段。五兴村自
用 5 万袋，仅此一项就为村
里节省成本 3 万元;余下的 5
万袋面向市场销售，形成了另
一份可观收益。

如今，在贾巍的代言下，

五兴村扶贫产品在市面上甚
为走俏。该村的甜黏玉米、
胡萝卜、黑木耳等产品，从
包装设计到宣传策划再到
市场营销，无不闪耀着“智”
的光彩。

扶贫重扶智 脱贫成效显
——记五兴村第一书记贾巍

□ 李伟洪

本报讯 申美玲 冯雪
松 记者郭小宇报道 近日，
长白县长白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内传来一阵阵欢声
笑语，村民们欢聚一堂，载
歌载舞，庆丰收话喜悦，共
同举办2020年长白镇农民
春节联欢会。

此 次 联 欢 会 节 目 多

样，精彩纷呈，童声合唱、
歌伴舞、经典传诵、朝鲜族
歌曲等节目轮番上阵，现
场掌声不断，一片叫好。

这 次 农 民 春 节 联 欢
会，给了广大村民展示自
己才艺的舞台，为村民带
来了一场精神盛宴，丰富
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农民春节联欢会
唱响幸福生活

针对冬季用电高峰特
点，国网松原供电公司检修
分公司提前着手，早安排、
早部署，注重实效，细化保
障措施，着力加强风险防
控。加大设备带电检测，
对重要输电线路及电网基
础设施特巡特检，消除安
全隐患，科学安排电网运
行方式，严格执行有序供
电预案，完善协同机制，提
升应急能力，为冬季电网
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提供有力保证。

当前天气寒冷，用电需
求增多，更兼大风、寒流、降

雪等恶劣天气易发多发，电
网 安 全 运 行 面 临 严 峻 考
验。国网松原供电公司检
修公司深化管控，落实责
任，切实做好防范和应对
工作，确保供电。

国网松原供电公司检
修 公 司 细 化 预 警 发 布 机
制，把应急措施细化到变
电站和用电台区，并通过
实战演练检验预案的可行
性和严谨性。严格落实领
导带班制度，着力增强应
对恶劣天气的协同保障能
力，保证电网平稳度冬和
电力安全供应。（赵晶）

国网松原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

打好迎峰度保供电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1月11日上午，长春农博园
渔业展馆里掌声雷动，正在进

行的是第十一届长春冬季农
博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
验活动——二人转艺术专场，
一早来逛冬季农博会的市民
纷纷驻足观看，为演员们精彩
的表演献上热烈的掌声。

长春市民卢大哥说，他一
大早陪着母亲来到农博园，母
亲特别喜欢东北二人转，一会
儿还准备自己尝试一下。六

十岁的张秀丽今早特意从公
主岭赶过来，就为了上台和二
人转艺术家一起表演，家里日
子越过越好，就要开心地跳起
来。68岁的张大娘9点半就带
着外孙来到冬季农博会非遗
文化体验营的现场，作为铁杆
二人转迷，张大娘对二人转

《包公赔情》《蓝桥》等经典曲
目如数家珍，看着舞台上演员

卖力的演出，张大娘乐开了
怀。

据长春农博园工作人员
介绍，冬季农博会接下来将
在 1 月 20 日、21 日和 22 日继
续举办三场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 目 体 验 活 动 ，分 别 是 编
绳 、捏 面 人 、剪 纸 ，地 点 在
长春农博园渔业展馆 17 号
门。

冬季农博会文艺演出精彩纷呈

提到石材，“吉林天岗”在
业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曾
几何时，因石而生，因石而兴
的天岗可谓风光无限。然而，
多年来，旧的生产方式跟不上
时代的发展，高污染、高消耗
的传统模式也成了产业发展
的桎梏。如何解决发展中的
矛盾，天岗的出路在哪里？

一场大雪之后，记者走进
蛟河天岗石材产业园，来到中
国北部（蛟河）石材循环经济
产业园建设现场，强烈地感受
到蛟河石材产业项目发展的

“热度”：预投产的项目按照时
间表有序推进，投产的项目生
产线高效运行……一个高效、
清洁、循环和可持续的绿色环
保石材产业园正在如火如荼
地建设之中……

打造“生态+”产业体系大
融合，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是
蛟河给出的答案。

引进强企，转型升级
园区建设如火如荼
寒冬腊月，园区内建设

如火如荼。沿着园区的主路，
记者见到华磊石材、中吉石
材、磊盛石材的厂房建设争分
夺秒，有几百人在忙碌着。在
一期规划面积37万平方米的
土地上，每天都是这样的场

景。磊盛石材是第一批入驻
园区的企业之一，总经理蔡火
烦来自福建。他穿着厚厚的
大棉袄，指着厂房内已经安装
好的塔锯对记者说：“现在一
切顺利，就等送电、试机，明年
一开春我们就投产。”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
抓石材产业转型升级，但是依
靠原有企业很困难很缓慢。
在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加强的
今天，我们必须引进湖北、福
建等石材产业发达地区的实
力企业，对天岗石材产业转型
升级进行引领和示范。”蛟河
市政府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引
进国内一流企业，为园区腾龙
换鸟，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是
蛟河为天岗开出的“药方”。
据介绍，2019年3月正式生成
的该园区分为矿山开采、生产
加工、循环利用、展示交易等
八大功能区。项目全部建成
后，计划投资实现 100 亿元，
可入驻规模企业100家，带动
就业 3 万多人，实现产值 100
亿元和税收3亿元以上。

目前，通过并购、入股、
租赁等方式，园区内的博时公
司已经投入3.5亿元，将原属
天岗的 5 家采矿企业重组合

并，并将他们的9个开采面整
合为该园区矿山开采区，并新
购置矿山锯、绳锯等先进设
备。2019年年产荒料40多万
立方米，年销售收入 3 亿元，
带动就业500多人。同时，博
时公司还投资1100万元修建
了矿山水泥路，投资 1300 万
元实施 6 座矿山植被恢复工
程，为园区绿色发展奠定了基
础。

提高效率，助力环保
设备实现“鸟枪换炮”
来到一座山顶上往下望

去，一片白茫茫的采石作业面
呈现在记者眼前。目前采用
巨大的矿山锯和绳锯在山体
上切割岩石。山体下的平地
上堆积着大量切割下来的石
料，多台机械正在整理石料。

“原来的采矿，我们叫笨
采，就是用炮崩，用锤子、钎子
等简易工具开凿。而现在叫
机采，用现代化的机械开采。
这样劳动效率、石材利用率、
生产安全都大幅提高了，仅石
材利用率就从原来的 20%左
右提高到现在的 40%以上。”
该园区参股投资企业之一、吉
林省中吉石材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宣布说。

开发矿山，采石料制作

高端产品；
矿山弃渣，制成路基工程

用的碎石或建筑用沙；
生产中的污水，通过工厂

的净化装置和循环利用系统
循环使用；

污水中的石粉，经过过滤
压干等深处理，制成墙板、陶
瓷等新型建材配料产品；

矿山粉尘，通过厂区的吸
尘管廊吸尘，喷淋喷雾降尘，
解决粉尘污染……

这就是中国北部（蛟河）
石材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现代
化生产模式，环保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产使用。

据介绍，产业园高度重
视矿山的保护性开采和生态
环境的及时恢复。目前，园区
正在申报省级绿色矿山，蛟河
市拟聘请专业团队提高园区
总体规划和绿色矿山（修复）
发展规划，动员企业持续加大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全力
打造全国石材产业绿色发展
示范区和绿色矿山基地。
企业改造升级，政府服务升级

合力打造“东北亚石都”
对天岗本地32家矿山企

业和 300 家石材加工企业来
说，中国北部（蛟河）石材循环

经济产业园是倒逼他们转型
升级的“鲶鱼”。

招商来的企业“软硬”两
方面都远超过当地企业。在

“硬件”方面，他们拥有国内最
先进的组合绳锯、多刀片组合
锯等生产线，生产效率提升
40%以上，同时采用保暖材质
建设生产车间，生产周期由6
个月延长至 12 个月；在“软
件”方面，管理模式、生产方
式、市场拓展、产品设计等方
面，外来的企业与历经 20 年
粗放式发展的天岗企业比，明
显不在一个层面。以上种种，
促使本地石材加工企业提高
标准、扩大产能、改造升级。

“鲶鱼效应”已经显现，目
前，已有 6 户企业计划投资
2540万元进行升级改造。同
时，政府搭桥，为本地石材企
业，寻找购并、合作、租赁的合
作企业，甚至带着石材厂的老

板们出去学习考察，找差距、
找出路、找市场。

本地企业在改变，政府的
配套服务也在升级。蛟河市
政府安排专人负责，对落地石
材加工企业开工建设、矿山出
让等手续实行领办代办，列出
时间表、路线图，及时研究手
续办理中的问题，确保项目推
进。同时，根据发展实际，抓
紧对城镇规划、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等进行修编调整，确保园
区升级改造顺利进行。现在，
来蛟河考察投资的客商越来
越多，落地开工的项目越来越
多，干部们越来越忙。

登上矿山观景台，俯瞰矿
区作业区，风风火火的劳动场
面蔚为壮观。天岗在奔跑，在
成为福建水头、广东云浮、湖
北麻城之后全国第四大石材
生产加工集散地，成为名副其
实的“东北亚石都”正在崛起。

重新崛起看天岗
——中国北部（蛟河）石材循环经济产业园见闻

□ 陈爽 徐秋红 本报记者 徐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