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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虽然是疫情期间，但
我们做好防护后也能到桑
黄基地干活，在家门口一
天就能挣 150 元钱，多好
啊！”安图县新合乡青沟子
村村民王红芳高兴地说。

像王红芳一样，近期，
在北茶（吉林）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千济方1号”桑黄
种植合作示范基地做菌段
的村民平均每天有 70 人
左右。据公司负责人张德
智介绍，今年预计种植桑
黄20万段以上，目前是生
产菌段的关键时期，每天
需要 50 到 100 名工人，这
项工作将持续到5月份。

北茶（吉林）农业发展
有 限 公 司 是“ 公 司 + 基
地+村集体资源+农户+生
产加工销售”为经营模式
的股份制农业企业，2016
年起种植桑黄，示范基地
坐落在安图县新合乡，共
建有32栋大棚，占地面积
5.3万平方米。同时，在两
江镇、松江镇等地建立子
基地，形成桑黄产业规模

优势，每年带动农户就业
千余人，涉及全县多个乡
镇。受疫情影响，目前，生
产基地雇用了大量附近村
民前去务工。这样一来，
对于一些原本打算到外地
打工的村民来说，不出村
就能有收入，还可以照顾
家人，无疑是件好事。

为切实做好农村贫困
人口疫情防控和促进贫困
人口就业，稳定贫困家庭
收入，认真落实就近就地
就业、返乡创业等方面的
扶持政策，确保脱贫户不
返贫，使贫困家庭“稳岗不
丢岗”“转业不失业”，安图
县出台了《关于积极促进
疫情防控期间贫困劳动力
就业切实稳定贫困家庭收
入工作方案》。其中，就做
好公益性岗位安置、鼓励
外出人口就近就地就业、
加强与原就业企业沟通联
系、强化贫困人口网上培
训等多个方面采取的具体
措施进行了说明。通过一
系列政策的实施，最大限

度地减少人员流动，降低
被传染新冠病毒风险，又
可以真正在家门口就业，
一举多得。

“现在年纪虽然大了，
但有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的
好 机 会 ，能 干 就 得 干 点
儿。”二道白河镇长胜村
63 岁贫困户于兰英说。
自从村里发展木耳菌产业
后，身体还算硬朗的她便
在菌厂务工，每个月都能
挣 3000 多元。虽然因为
疫情休息了几天，但对收
入没有明显影响。“眼瞅着
这日子越过越好，我就想
着好好保重身体，不给国
家添麻烦。”

疫情期间，与于兰英
同在菌厂务工的长胜村村
民共有21人、全镇共有53
人。大伙儿借助党的好政
策，不断拓宽自己的脱贫
致富之路。

近年来，二道白河镇
着力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
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抓

手，推行“合作社+品牌+
扶贫”发展模式，坚持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
业，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拓宽农民致富道路。
长胜村在已初步打造的食
用菌种植项目基础上，以
有机绿色为核心，成立延
边讷殷部东北土特产专业
合作社，带动本村20户村
民加入其中，不断强化黑
木耳等食用菌深加工，提
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
力。疫情期间，在严格做
好防控工作基础上，适时
开工生产菌段，既保证了
前来务工村民的健康和安
全，又让大伙儿不“闲置”
在家。

“ 我 们 一 定 要 把 自
己 的 产 业 发 展 好 ，让 它
有 足 够 的 吸 引 力 ，并 且
也有能力让乡亲们足不
出户就能致富奔小康。”
二道白河镇长胜村党支
部书记杨献洲信心满满
地说。

安图：就近就地就业 桑黄基地解难题
□ 彭丹 本报记者 徐文君

山间春意浓。2 月 20 日，
家住蛟河市新站镇新站村 53
岁的王彩波开始上班了。“今
年，我在灵芝扶贫项目基地务
工，每个月1200元，全年收入1
万多元，还不累，多亏了这个扶
贫项目，让我这样身体行动不
便的贫困户在家门口就能务工
增收。”

王彩波是新站镇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行动不便，自从该项
目建立以来，他就在这务工，主
要负责看护厂房、菌段、设备
等，简单询问外来人员情况。

这已经是他第三年在这务
工了。今年，在一边抓好疫情
防控，一边抓好复工复产的同
时，扶贫产业项目于2月20日
开始复工生产。截至目前，流
转榆江公路沿线大利村土地4
公顷，制作灵芝菌段5万段，预
计到4月10日可制作完成全年
灵芝菌段11万段，种植灵芝大
棚90栋。

项目将继续为贫困户户均
增收 400 元，帮助缺乏产业支

撑的 10 个资金入股村实现村
集体增收6万元，可带动19户
贫困户和周边 50 多户村民实
现务工增收60余万元。

新站镇灵芝种植项目是整
镇推进的扶贫产业项目，建于
2016年12月，申请扶贫专项资
金264万元，购买菌包厂一座，
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建设改
造了三级菌发酵室、菌段生产

车间、发酵车间、烘干车间、冷
冻车间等厂房设施，建筑面积
达到4200平方米。

2017 年实现收益 24.2 万
元，带动全镇461户贫困户，每
户分红400元，实现分红18.44
万元，村集体实现分红6万元,
带动周边村民 60 余人实现增
收40万元。

仅去年，建设灵芝大棚

110栋，种植灵芝13万段，产灵
芝孢子粉2万斤，灵芝干品6万
斤，又实现贫困户户均分红
400元。近3年来，累计产生收
益80万元，用于全镇建档立卡
贫困户实现增收。实现全镇贫
困户户均分红400元的稳定收
益。

在促进贫困户稳定增收
上，蛟河市抓住产业项目这个
核心，提升“造血”功能。注重
对产业项目的分析研判，有组
织、有计划地实施整市推进项
目 3 个、整镇整村项目 62 个。
同时针对有劳户贫困户，积极
开展扶贫小额信贷，主要用于
贫困户发展黄牛、生猪养殖和
食用菌、甜粘玉米种植，实现就
近就业。

“以产业发展为杠杆的扶
贫开发过程，是促进贫困地区
发展、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有
效途径。产业扶贫是一种内生
发展机制，根植发展基因，激活
发展动力。”该市扶贫办负责人
介绍说。

蛟河：灵芝产业带富新站村
□ 陈爽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本报讯 孙丹 孙伟民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3 月 12
日，抚松县抚松镇镇、村两
级干部正与村民就西门塔
尔牛养殖在双龙村选址问
题进行商谈，计划养殖西
门塔尔牛 120 头。该项目
投产以后，可稳定增加村
民收入，有效地刺激地方
消费水平，拉动经济增长。

近年来，抚松镇以项目
为抓手，以新理念谋划充实
项目库，千方百计加快全镇
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进
程。今年初，抚松镇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在实
施乡村产业发展项目谋划
推介和建设项目跟踪服务

等方面想办法、出实招，谋
划储备以抚生村300亩绿色
果蔬、清乡村 30 亩有机辣
椒、鸡冠砬子村500亩有机
蔬菜、双龙村120头西门塔
尔牛为代表的一批种植养
殖项目，增加了全镇项目库
的广度和厚度。

抚松镇不断加强对重
点项目的协调管理和跟踪
服务，及时解决项目落地、
开工、建设、投产中遇到的
难题。深入开展“前期手
续办理”“进工地、到一线、
解难题”等服务行动，为项
目建设提供良好的外围环
境。一季度，全镇已包装
项目10个。

抚松镇：

按下项目建设“快进键”

本报讯 冯鑫淼 记者 郭
小宇 报道 近日，抚松县万良
镇针对人参加工企业“升规
入统”进行摸排调研，县域分
管工业企业领导及各相关部
门“三步走”，通过进现场、入
企业、开座谈等方式全范围
了解企业发展“基数”。

进现场，实地了解规
模。深入企业生产一线，通
过询问企业负责人生产、销
售、效益、规模等方面的状
况，现场了解企业主要业务
活动、经营业绩情况，精准
摸排当前人参加工产业“升
规入统”存在的制约因素，
以及疫情防控期间给人参
加工企业带来的困难和问
题。

入企业，做好政策宣
传。从国家政策要求、资金
扶持补助等方面和企业“面

对面”讲清政策，按政策为
“企业无籍房”办理产权登
记工作，解决不动产登记历
史遗留问题。打消企业担
心的“升规入统”后会增加
税赋的疑虑，理清办理程
序，协助企业做好“升规入
统”的有关文件资料收集、
证照复印、表格填写等前期
工作，确保材料的真实性、
规范性，减轻企业负担。

开座谈，谋划产业布
局。依据“升规入统”培育
后备库内企业发展变化，加
快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充分释放镇域内人参产业
发展潜力、补齐短板、扭转
局面。万良镇现有规上企
业 6 户，年产值 3.2 亿元。
2020 年预计新增规上企业
8户，实现镇域内规上企业
年产值8亿元。

万良镇：

助推企业加快产业扩量提质

早春三月，春寒料
峭。珲春市三家子满
族乡东岗子村的一栋
栋温室大棚内，农户们
忙着整理菜苗、采摘蔬
菜……他们用农业生产

驱散疫情之寒、播撒增
收致富的希望。

张利华是东岗子村
第一个利用温室大棚培
育蘑菇的农户。走进他
家的温室大棚，一摞摞

菌
菇包整齐堆叠，整

齐排列在百余米的大
棚里。“一个大棚约有
3 万个菌包，每个菌
包2斤左右。”张利华
告诉记者，他每天都
开车到亿客隆、东市
场等地送货。“今年受
疫情影响，珲春市平
菇需求量有较大提
升，尽管市价偏低，但
为了能让市民吃到平
价的平菇，我坚持每
天送货。”张利华说。

走进村民赵军的
牛奶草莓基地，赵军
和妻子正带着口罩冲
肥。“用温开水冲开红

糖之后发酵，再掺进有
机肥中，这样可以给草
莓提供更多营养。”赵军
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
来草莓基地采摘的人大
幅减少，于是，他通过改

良 草 莓 种
植技术，提升草莓的

口感和颜色，努力提升
销量，减少损失。“洗过
草莓的水还可以用来养
鱼。”赵军得意地说，改
良了有机肥的草莓农药
残留量远低于国家标
准，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让人吃得更放心。

离开草莓基地，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关利华带记者走进另
一栋蔬菜大棚，棚内种
植的小白菜、油菜等长
势喜人。“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村里鼓励
农户大力种植温室蔬
菜，提高蔬菜产量，全力
保障市民的‘菜篮子’。”
关利华告诉记者，疫情
期间村里为农户办理了
通行证，有效解决了蔬
菜进城销售的问题，保
证产品运得出。同时，
借助乡村电子商务平
台，通过“互联网+”扩大

销售范围，并通过微信、
朋友圈加强宣传，保障
产品卖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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