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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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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千歌 报道 扶
余市以“两不愁三保障”为目
标，实施“一人一措、一户一
策”精准发力帮扶，决胜脱贫
攻坚，确保如期脱贫。

为提升扶贫成效，他们
层层压实责任，实行“一对
一”帮扶办法，有针对性开展
帮扶。在贫困户原有帮扶人
员的基础上，再落实1到2名
帮扶干部，全市425名副科级
以上领导干部和 239 人各乡
镇站所长及各部门科长全部
沉入一线，采取“一人一措、一
户一策”“菜单式”精准帮扶。

他们将无劳动能力和因
病、因残等丧失劳动能力的
396人纳入低保，53人纳入特
困供养；对患大病贫困人口
147 人、慢病 529 人，采取大
病救助医疗保障全覆盖和

“一事一议”等举措帮助解决
因病致贫问题；对因学致贫
17 户 26 人中，特困供养（孤
儿）8户8人，4户7人纳入低
保。对房屋存在安全隐患17
户31人，通过政府租住等方
式解决住房安全。对缺少资
金的13户25人，已对7户17
人 发 放 小 额 贷 款 13.45 万

元。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实现
家庭增收，对剩余6户8人按
照自身发展意愿，发放小额
贷款，促进增收，达到脱贫标
准。市里还有针对性地设置
卫生员、河道保洁员、护林员
等公益扶贫岗位，安排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家庭人员
106人就业，增加贫困户工资
性收入。

精准制定“一户一策”，
创新扶贫思路，把产业扶贫
作为造血生津和永续脱贫的
重中之重来抓。目前，已落
实产业扶贫项目9个。投资

1044万元对原有大棚项目进
行技术更新和种植品种换
代，让收益最大化。年入股
吉林省鸿翔农业集团鸿翔种
业有限公司 2000 万元，按照
每年8%的利润返还收益，项
目已覆盖 1248 个贫困人口，
覆盖已脱贫且有返贫风险的
贫困户 2837 人。镇、村党组
织和扶贫书记及扶贫队长因
地制宜，利用贫困户家房前
屋后及空地，开展种植养殖
业，其中养猪 256 户、鸡 73
户、鹅 33 户、种植经济作物
30户，稳步增加收入。

扶余：“一人一措、一户一策”精准脱贫

双辽市双山镇多稼村把产业扶贫作为主攻方向，
带动贫困户持续增收。村扶贫车间项目吸纳 40 多人
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5 人，每人每月可增收
2000余元。图为第一书记卢立新（中）在制衣车间了解
生产情况。 付平/摄

本报讯 记者郭小宇 报
道 6月30日，吉林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会同玉米深加
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全
国鲜食玉米产业联盟等机
构，以腾讯会议方式联合
主办第 32 届中国鲜食玉米
速冻果蔬大会暨吉林省鲜
食玉米产业（线上）推进培
训会。

会议以“品种决定产业
品质开拓未来”为主题，旨在
让与会各方既精准把握玉米
产业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
又适时了解吉林鲜食玉米产
业发展独特禀赋和重点举
措，从而“吉”聚优势、携手合
作，与国内外经贸客商和业
内专家共享机遇、领“鲜”未
来，进一步提升吉林鲜食玉
米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引
领和带动吉林农业产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为吉林省率先
实现农业现代化筑牢产业基
础。

会议期间举办了 2020
全国鲜食玉米产业发展论
坛，全国鲜食玉米专家团、产
业联盟副主席单位、大会组
委会专家刘桂军、邢彦军、倪
宏颖、梁艳等分别就全国甜
玉米、糯玉米、甜加糯玉米开
发趋势，我国速冻甜玉米、速
冻玉米穗、真空保鲜玉米终
端市场动态，全国鲜食玉米
优质加工品种介绍等方面作
了专题报告。

省及各市（州）、县（市、
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部门
负责人、工作人员和当地相
关领域科研专家、技术推广
人员及企业家代表等共200
余人与全国业内专家和企业
家参会。

第32届中国鲜食玉米
速冻果蔬大会召开

本报讯 邢云子 记者郭
小宇 报道 今年以来，“数字
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大
家的认可，靖宇县紧紧把握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
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
为杠杆培育新动能，推进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
经济。

发展“智慧农业”。加大
探索智慧农业布局力度，从空
间、组织、管理整合现有农业
基础设施、通信设备和信息化
设施，加强“智慧农业”应用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
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智能化精
准施肥施药等技术研究和应

用服务开发，助力农药化肥
“双减半”行动落实，推动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
息技术与全县农业生产、经
营、管理、服务的全面融合发
展。

发展“智慧旅游”。推动
建设信息化、智能化、便捷化
的“智慧旅游”综合服务平台
和景区信息管理平台，积极打
造文旅门户网站、微信、微博
等新媒体渠道，健全完善景
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旅游
网络基础设施，推动智慧旅游
全域覆盖，实现“一部手机游
靖宇”，为广大游客提供更为
便捷、更为智能的旅游体验。

发展“智慧物流”。推动
建设信息化智能化的矿泉水

物流产业园区，全面整合全域
及周边地区物流资源，集中打
造集物流信息、生产加工、仓
储配送等为一体的全新物流
生态集成系统。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平台，对不同物
流企业进行货运数据收集、调
配，降低物流成本，加快打通
物流信息链，实现资源共享、
信息互通，提高物流增值服务
能力。建立企业大数据处理
中心，实现与全国各大数据中
心联网，实时监测市场动态，
收集企业数据，定期科学分
析，为特产、中药材等加工企
业市场需求和企业生产存储
提供信息保障。

发展“智慧生态”。推动
建设环保信息基础感知体系，

形成“更透彻感知、更全面联
通、更科学决策、更高效管理”
的“智慧环保”管理体系。“智
慧环保”信息化系统兼容保护
区管理局的矿泉水在线监测
系统和水利局的“智慧水利”
信息化系统，更好的节约资
源、利用资源，发挥智能环保
数字化优势。由前端系统、传
输网络、监控平台三个相互衔
接、处理单元存储数据，采用
中心集中存储的形式部署网
络存储设备，全面掌握水质
监测、空气质量监测、区域内
环境污染情况和环境动态监
测，实现环保综合业务精细
化管理，为环境考核、生态补
偿和监测预警提供强大技术
支撑。

靖宇打造数字化“一谷一城”引擎
本报讯 王达宇报道 近年来，通化县委、

县政府始终坚持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坚持
城乡统筹均衡发展，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作为全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号
工程”，扎实做好农业农村各项工作，全力绘
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县委县政府把重点放在抓源治本上，推
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长效化、常态化、精细化
发展。由13个县直部门联合下发《通化县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确定了
13 项目标、5 项原则和 5 个方面 26 项主要任
务，并在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村庄清洁
行动推进会上要求各乡镇、各部门要迅速行
动、全面推进，统筹兼顾、抓实抓靠，确保在时
限要求内完成整治任务。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
入。县财政每年列支专项资金1000万元，同
时把各项涉农资金整合起来，统筹安排、捆绑
使用。自2006年以来，已累计投入11.5亿元
用于新农村建设。制定县级领导及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包保新农村建设责任制及考评办
法。确定每名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包保一个
乡镇和两个重点推进村，全县共安排210个
包保部门，帮助村里协调项目，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改善人居环境，使每个村都有一门“好
亲戚”。在此基础上，县财政每年还拿出400
万专项资金、乡村配套部分资金用于乡村卫
生保洁，保洁员工资实行“月薪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第一仗。该县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美丽
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相结合，建立了组织保障
机制、整体联动机制、督导考核机制和长效管
理机制，既解决当前人居环境存在的突出问
题，又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着力打赢城乡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攻坚战，为建设幸福之城、
美丽之城打下坚实的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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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文君报
道 6月29日，省民委在安图
县石门镇镜城村举行了“中
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揭牌
仪式。

2019 年，镜城村被国家
民委命名为第三批“中国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截至目
前，我省已有39个少数民族
村被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产
业结构、民居式样、村寨风貌
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集中
体现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
展特点和文化特色,集中反
映了少数民族聚落在不同时
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类型
中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
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各少数民

族的文化基因，凝聚了各少
数民族文化的历史结晶，是
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
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
发展的重要资源。省民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以
来，我省牢牢把握筑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这条主线，不断
加大工作力度，将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建设与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战略和民俗旅游发
展相结合，不断提升品质，推
动我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
护与发展工作不断向前发
展。2016至2020年，投入资
金1.27亿元，实施沿鸭绿江、
图们江以及西部科尔沁草原
特色村镇廊带建设，重点打
造 100 个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

安图镜城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