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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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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
辽源市紧紧围绕确保稳

定 农 业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基 本
盘”，坚持疫情防控和备春耕两不
误，全力战“疫”情、备春耕、保春种。
图为东丰县化肥经销企业备足货

源，保障春耕物资供应。
隋二龙 刘鹰 /摄

本报讯 张宇健 孙业文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连续的春
雪，滋润了大地，也给秸秆离
田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目
前，珲春市敬信镇、三家子满
族乡秸秆离田工作已基本结
束，其他乡镇由于耕地泥泞
农机无法入田，秸秆离田成
为难题。

3 月 10 日，记者从珲春
市气象局了解到，自立春以
来，全市大小降雪12次，累计
降水量 49.8 毫米，相比历年
同期多 38.2 毫米，创历史同
期极值。

为破解难题，珲春市农
机局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协

调，深入推进保护性耕作政
策，减少农户秸秆离田任务，
把农户从繁重的田间劳作中
解放出来，提升农户收入。
同时，积极组织工作人员深
入各乡镇，引导农户抢抓时
节，检修农机设备等。并积
极与气象部门沟通，及时掌
握天气情况，确保各类农机
第一时间入田，为春耕生产
夯实基础。

今年，珲春市农作物计
划播种面积为 35039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为 33539 公
顷、经济作物为 1500 公顷。
全市保护性耕作面积2000公
顷。

珲春：秸秆离田好春耕

3月11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
部通报表扬了“2019 年全国村庄清
洁行动先进县”，东丰县光荣登榜，
为我省争得了荣誉。

2018 年 12 月，中央农办、农业
农村部等18个部门联合印发《农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村 庄 清 洁 行 动 方
案》。东丰县闻令而动，结合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启
动了“五清三建一改”工作。在实施
中，做到系统性顶层设计放在前，常
态性发动群众抓在手，根本性长效
措施落在地，全县14个乡镇、229个
行政村、9万户农户全面开展了村庄
清洁行动，年清运生活垃圾 1.6 万
吨，拆除违建15345处、6万平方米，
搬迁柴草垛8.9万个，迁移乡村集市
20 余个，拆除破旧玉米栈 2687 个、
偏厦子3133个，打造微景观368处，
清理路边沟植树台268条、道路695
公里，基本实现全县、全域、全户“三
清”，为清清爽爽进入小康社会打下
了坚实基础。

以村为基本单元，四层联动推
进。行政村作为最小的自治单元，
是村庄清洁行动的核心。因此，东
丰县以村为作战单位，整合力量，推
进行动向纵深面拓展。县里成立了
领导小组，27名县级领导、84个县直
部门、国省县属企业包保14个乡镇，
形成县领导、镇、村、组干部四级联
动网络。县农居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按照各自职能分工，采取“乡镇吹
哨、部门报到”的方式深入村组一
线，就道路清障、沟渠治理、绿美化
管护等做好监督、管控和配合执
法。加快绿化鹿乡大地，全县各部

门在14个乡镇建设机关林68处。
以家为最小细胞，发动千家万

户参与。组织县级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3000余人、镇村组干部3500余人
开展工作，逐户建立一户一图一册，
同步建立一村一图一规，让村庄清
洁行动走进千家万户。南屯基镇

“小红帽”志愿者清洁队、杨木林镇
四合村党员超市积分制等模式适时
而生。开展了“美丽庭院、干净人
家”授牌行动，由县妇联牵头，通过

“千名执委进千家”、深入集市、深入
家庭、深入学校“三深入”和一个标
准、三支队伍、四个程序“一三四”工

作法，完成了24630户的“美丽家园”
创建工作，按照星级标准进行了授
牌，实现亮了身份、给了荣誉、树了
信心。

探索推广村民自筹示范行动。
三合乡兴太村在村部建立“美丽家
园”光荣榜，杨木林镇城子村建成

“三治”广场并开展“三强一创”“三
定一评”“三榜一树”活动，调动了广
大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横道河镇三
好村农民出资 40%，开展共建共管
村庄清洁行动，仅4个村民小组就自
筹资金近30万元，使村庄清洁行动
迅速开展起来。

以清为工作标准，建立长效机
制。按照国家“三清一改一建”和省

“六清一改”要求，东丰县把“清”的
标准进一步细化，一以贯之地执
行。清垃圾做到清道边、河边、屯
边、山边、地边等，杜绝垃圾围村、围
田、围路等现象。清柴草做到“两无
三远离一杜绝”，即无火灾隐患、无
安全隐患、远离路边、远离屯边、远
离山边，杜绝火灾事故。清粪堆做
到“清底、清根、清户、清水源”。清
院落做到“清院子、园子、房子”。清
沟渠做到“清边沟、排水沟、河沟”。
清道路做到清路肩、整植树台、洁边
沟，使鹿乡大地越来越清爽靓丽。

2020 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下一步，东
丰县将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每
组补助1万元、一定三年实施村庄清
洁长效管护，以景观小品建造提升
乡村品位，以人文挖潜塑造地域人
魂，以家乡情怀打造农村乡愁，让大
美鹿乡更加靓美壮观。

誓让鹿乡美如画
—— 东丰县实施“村庄清洁行动”纪实

□ 盖丹丹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我们小宽镇变化真是太大了，
现在不仅路上垃圾不见了，随意倾倒
垃圾的行为也减少了。村庄居住环境
改善了，村民心情也舒畅了。”日前，梨
树县小宽镇宏伟村党支部书记卞世举
对小宽镇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竖起了
大拇指。

小宽镇自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以来，每个村屯、每个角落都发生着可
喜变化。现在，村庄里，街道两旁、房
前屋后，乱堆的柴草没有了，取而代之
的是宽阔整洁的道路。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任务繁重，为
切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营造村
容整洁、文明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小
宽镇创新思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与
第三方新安洁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沟通谋划，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新亮点。

提高认识谋全局。小宽镇层层召
开会议安排部署环境整治工作，各村
党支部书记负责本村工作具体落实，
包村领导、包村干部负责所包保村的
督导检查验收，并划拨专项资金为环

境整治工作提供保障。
细化责任压担子。成立环境整治

领导小组，通过召开全镇动员工作会
议层层落实责任，分解任务，充分调动
各级干部的主观能动性；落实村组干
部包保河道清洁、道路清洁、村屯清洁
责任制；实行门前“三包”责任制；采
取广播、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提高群
众的重视程度，从而实现全员参与环
境整治的目标，推进小宽镇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扎实开展。

常态管理有实效。目前，小宽镇
人居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环境整治无
死角、无遗漏，垃圾实现全部清理，做
到路面平整、无垃圾、无杂草；垃圾点
有专人看管，严格执行垃圾分类堆
放。为了实现常态化管理，镇村干部
潜心研究包保工作，村里成立环境监
督小组，负责日常监督；积极宣传引导
百姓垃圾分类定点投放，取得了显著
效果。

2019年，小宽镇对全镇9个村、55
个村民小组的人居环境进行整治，对

村屯道路整平、柴草垛的堆放及环境
卫生、垃圾处理等进行全面治理，彻底
解决了乡村环境脏乱差等问题。

“我们小宽镇环境治理的好，在政
府主导的同时，离不开新安洁环境卫
生管理有限公司的配合，他们为各村
安放了垃圾桶、配置了环卫人员和垃
圾清运车，有效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生
活品质，增强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
感。”小宽镇镇长孙冬梅说。

据了解，新安洁环境卫生管理有
限公司是梨树县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择优引入的专业环卫公司。公司总
部在重庆，以环卫服务与园林绿化为
主营业务。

“小宽镇是我们在梨树县服务的
一个缩影，目前，全县投放1.3万个垃
圾桶、电瓶车200辆、勾臂车2辆、垃圾
压缩车2辆、道路清洁车2辆、道路清
洗车2辆，水车2辆、铲车3台、四轮车
49辆，工人525人，有效提高环卫作业
机械化水平和垃圾清运效率。”新安洁
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齐家和说。

小宽镇环境美了 村民心里敞亮了
□ 本报记者 孙晓光 侯春强

本报讯 记者郭小宇报
道 为进一步提高“奢岭草
莓”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做大
做强特色农业经济，延伸特
色产品生产链条，长春市双
阳区政府创新举办了“中国
双 阳 奢 岭 网 络 草 莓 采 摘
节”。3 月 20 日，“中国双阳
奢岭网络草莓采摘节”开幕
式在国信现代农业园国信创
新中心举行。

本届网络草莓采摘节主
题是“战疫情、草莓香”。采
摘节活动从 2020 年 3 月 20
日开始到5月5日结束。网
络草莓采摘节开幕式共有
区领导为奢岭草莓代言、草
莓种苗种植基地签约、草莓
科普互动及莓农承诺、发邀
请函、直播厅草莓品鉴、直
播间抽奖六项活动。其中
直播厅草莓品鉴是本届网
络草莓采摘节一个特色亮
点。在开幕式现场，来自广
州、北京、长春等地的顾客
纷纷发来视频，参与品鉴、
积极打分，分享自己的订购

和品尝感受。大家一致表
示，是奢岭草莓饱满的外
形，清香多汁、甜润怡人的
口感吸引了他们。奢岭草
莓正以它的品质和服务，让
更多的消费者人在外地，但
却情牵奢岭，心系草莓。网
络草莓采摘节期间还将推
出系列优惠活动。

2017 年，奢岭被中国园
艺协会草莓分会授予“中国
奢岭草莓小镇”称号。如今，
奢岭草莓产业已经实现产业
链的拓展延伸。草莓产业在
种植基础的产业前端、后端
及产业链横向拓展各方面的
一二三产业融合，特别是与
乡村生态旅游相融合上走出
了一条新路。

截至目前，奢岭草莓种
植面积达33万平方米，年产
草莓量660吨。年销售额达
3000 余万元。带动周边餐
饮、旅游收入900余万元，带
动农民经济收入累计700余
万元，带动农民就业 4500
人。

奢岭网络草莓采摘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