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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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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十月收获季，洮南市呼和车力蒙古族乡车力村车力
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120个大棚红提葡萄喜获丰收。图为合
作社员工正在忙着采收红提葡萄。 马逸凡/摄

本报讯 孙翠翠 报
道 10 月 13 日，由 12 名
北方大豆专家组成的
专家组对农安县亿家
福农牧专业合作社大
豆田进行实收实测。
测产结果为：4535.25
公斤/公顷，突破我省
大豆4500公斤/公顷高
产难关。

本次测产的大豆
田为省农业科学院牵
头实施的“北方中晚
熟大豆优质高产广适

新品种培育”项目的
示范田，大豆品种为

“长农 39”，采用的是
玉米大豆轮作区宽窄
行免耕播种、浅埋滴
灌 ，水 肥 一 体 化 ，病
虫害绿色防控等高产
技术。

据了解，近年来我
省在大豆育种及生产
技术创新上硕果累累，
不断创造高产纪录。
2016年，省农科院选育
的大豆新品种“吉育
86”，在新疆石河子综
合实验站采用“大豆膜
下滴灌超高产栽培模

式”，创造了6045.15公
斤/公顷纪录，同时也
创下全国大面积连收
的 超 高 产 新 纪 录 。
2018 年，新品种“吉育
403”在农安县实现了
百 公 顷 平 均 产 量
3679.5 公 斤/公 顷 ，是
雨养条件下，我省大豆
大面积生产田单产首
次 突 破 3500 公 斤/公
顷。其中高产田块达
到 4435.7 公斤/公顷，
再创我省大豆高产新

纪录。2019 年，“吉育
403”在农安县实现了
百 公 顷 平 均 产 量
3808.5 公斤/公顷。今
年10月1日，“吉育86”
在新疆石河子综合实
验站达到6803.1公斤/
公顷，再次刷新全国高
产纪录。今年，省农科
院在农安县采用水肥
一体化技术，利用长春
市农科院选育品种“长
农 39”，在历经 3 场台
风，发生轻微倒伏现象
后，仍然突破我省大豆
4500公斤/公顷高产大
关。

我省大豆单产突破
每公顷4500公斤大关

本报讯 闫洪伟 张丽伟 记
者吴连祥 报道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秉承这一理念，柳河县认真
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发展大会
精神和通化市旅游产业振兴行
动部署，大力实施“旅游精品景
区建设、旅游融合发展、旅游要
素提升”等10项工程，积极培育
打造旅游项目，不断丰富旅游业
态，大力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
级，旅游服务业的实力和活力不
断增强，已成为拉动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柳河县围绕创建全域旅游
示范区，确立了旅游兴县发展战
略，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
导任组长的全域旅游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出台《柳河县加
快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精
心编制全域旅游规划和重要景
点景区规划。注册了柳河县畅
客文化旅游投资责任公司和柳
河印像国际旅行社，设立旅游发
展引导资金。举办了柳河·陵川
旅游文化推介、冰雪旅游泛珠三

角等活动，两次参加美丽乡村博
鳌国际峰会，荣获乡村振兴·优
秀示范、精准扶贫先锋单位等七
项大奖和“全国百佳乡村旅游目
的地”荣誉称号，使“柳河旅游”
品牌更加响亮。

东有罗通山风景区，西有
青龍山滑雪场，南有红色抗联
路，北有芍药花谷，中有文化旅
游街……目前，该县已构建起一
核（县城核心）、一带（黄金旅游
带）、一点（红色旅游点）、一线
（生态旅游线）、一环（环柳河全
境）“五个一”全域旅游空间发展
布局，打造出了核心突出、覆盖
全域、点线带相结合的乡村旅游
发展新模式。

当好“店小二”，做好“服务
员”。在传统审批模式基础上，
推出了“容缺受理”、投资项目绿
色通道等服务举措，为企业提供

“一对一”“全方位”服务。青龍
山滑雪场、衍庶街文化旅游开发
等旅游项目，涉及土地、林地、房
屋征收等难题，相关部门采取

“专班负责、提前介入、上门服

务、超前辅导、全程跟踪”的工作
方式，最大限 度 缩 流 程 、减 环
节、降成本，切实把柳河打造
成旅游服务业发展壮大的沃
土。

高站位谋划，高质量建设。
遵循“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
我强”理念，加快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115亿元，实施了中
国 MVR 世博村项目，目前已经
列入省重点项目，项目建成后能
够承接国际顶级赛事；投资8亿
元，实施珩阳逸景漂流康养旅游
度假小镇项目，漂流项目已投入
运营，旅游旺季平均每天接待游
客近千人；投资5.2亿元，实施罗
通山旅游度假区项目，罗通山被
评为4A级景区，23栋山间民宿
投入运营，从而增强了生态旅
游产业的竞争力。这些项目
建成后，全县旅游年收入将达
到 63亿元，年接待人数突破800
万人。

实施农旅融合，推动服务业
转型升级。围绕振兴乡村目标，
依托旅游节、冬捕节、采摘节等

节庆活动，把农业产业和旅游业
紧密结合，摄制《生财有道》《乡
约》等节目，广泛宣传推介农旅
产品。践行“旅游+农业+电商”
新理念，深挖野山参、山葡萄、稻
米等农业品牌，实现乡村旅游与
现代农业共生共建，与电商互促
互利，激发服务业发展动力，注
入乡村振兴活力。立足云岭野
山参保护区，大力培育野山参、
寒富苹果、雪苹果22万亩；打造
大米姐、国信等现代稻米产业
园，发展绿色有机稻米10万亩；
立足罗通山旅游风景区、衡阳逸
景大峡谷漂流等重点景区，发展
蜜汁葡萄、提子、鲜桃、大榛子等
特色农业田园采摘6万亩；集中
打造小泉眼、西岗子、五星京几
屯等特色民宿和47个节点村屯，
发展草莓、大樱桃等棚膜采摘大
棚50栋。借助国家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推动农
特产品在阿里巴巴、京东、淘宝
等网络平台销售。服务业转型
升级步伐加快，持续推动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打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柳河生态旅游产业活力四射

本报讯 祖维晨 报道
我省不断加强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年初以来，累
计下拨城乡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资金 50.14 亿元，保障
城乡低保对象 95.45 万人，
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月
人均 546 元和年人均 4372
元，分别比上年提高3.8%和
8%，各地农村低保标准均
不低于国家现行扶贫标准
（4000元）；保障城乡特困供
养对象 8.4 万人，城乡特困
人员基本生活标准达到年
人均 8926 元和 6000 元，分

别达到上年度城乡低保标
准的 1.4 倍和 1.46 倍，提前
超额完成2020 年民生实事
任务。

“我们始终关注着每一
名低保户，坚持脱贫攻坚兜
底保障不放松。”据省民政
厅社会救助处处长王洪武
介绍，2019 年末，省民政厅
会同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

《关于明确 2020 年度全省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最低指导标
准的通知》，要求各地按照
省定最低指导标准落实。

今年，省民政厅将 1.7 万未
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存
在返贫风险贫困人口、建档
立卡边缘人口全部纳入农
村低保和特困人员供养范
围，将 20 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纳入低保范围。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调整完善
社会救助政策措施，扩大社
会救助保障范围，突出对重病
重残、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特
殊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

“在急难社会救助方

面，我省也在不断加强。”王
洪武告诉笔者，省民政厅在
乡镇（街道）全面建立临时
救助备用金制度，年初以
来，临时救助城乡困难群众
11.3万人次，平均每人次救
助1026 元。对受疫情影响
无法返岗复工、连续3个月
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
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农
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且
未纳入本省或其他省份低
保范围的，参照急难型救助
方式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
金。

我省不断提高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本报讯 王寿生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永吉县坚持以“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为行动主线，加大资金投入
力度，不断补短板、强弱项，全县
农村人居环境发生日新月异的
变化。近两年，全县累计投入
资金 3.72 亿元，调动车辆 4100
余台次，发动群众参与 6.6万人
次。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
战工作中，永吉县始终把调动群
众的主观能动性贯穿工作始终，
形成了“党员干部作表率、广大
农民齐参与、政府社会共治理”
的浓厚氛围。一拉溪镇在全镇
24 个村开展了“党员小树林”

“党员花香路”“变废为宝”等活
动，组织有劳动能力的党员义务
出工，带动各家各户在自家房前

屋后栽花种草，打造绿美家园；
万昌镇吴家村安排党员负责栽
花及卫生管护工作，年节省开支
近 5万元；一拉溪镇索屯村、碾
子沟村的党建文化广场、口前镇
达屯村的莲池公园，都是由各村
农户自愿出工建设的，走进乡
村，随处可见的美景吸引过往行
人驻足观看。

截至目前，永吉县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了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实现垃圾
治理全域覆盖，累计清理沟塘渠
288公里，河道绿化 54公里；高
标准完成了 5800 户厕所改造，
累计绿化村屯 106个、种植绿化
苗木 45 万株；共新建围墙 7.65
万延长米、打造广场景观 52个，
农村人居环境得到全面改善，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永吉颜值再提升

本报讯 李刚 崔畅 记者 郭
小宇报道 金秋沃野，硕果飘
香。近日，省音乐家协会新兴音
乐群体轻骑兵“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文艺慰问活动在抚
松县东岗镇松山村文化大院激
情上演，为乡村百姓送上了一场
丰富的文化盛宴。

当天，活动现场座无虚席，
来自机关、农村的党员群众 200
余人观看了慰问演出。《管乐连
奏》以热情欢快的旋律拉开了文
艺汇演的序幕。省青年女高音
歌唱家周婷演唱的《我爱你，中
国》、蒙古族歌唱家德龙演唱的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歌
曲饱含深情，抒发了各族人民对
祖国的一片赤诚和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由省著名二人转表演艺
术家带来的二人转《背媳妇》《双

回门》和抚松县艺术家协会表演
的《沙家浜》选段让大家领略到
了京剧国粹和东北传统曲目的
魅力；省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表
演的《活宝杂技秀》与现场观众
互动频繁、诙谐幽默，将现场气
氛推向了高潮。演出在大型广
场舞《点赞新时代》的优美舞步
中圆满落幕，全场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

“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精彩
的节目演出，以前想都不敢想
啊！”“省音协新兴音乐群体轻骑
兵真的把文化送到了咱老百姓
的心窝里了。”在国庆节、中秋节
到来之际，省音乐家协会“新兴
音乐群体轻骑兵”的下乡慰问
演出，为东岗镇的广大村民带
来了最贴心的温暖与最美好
的祝福。

省音协新兴音乐群体轻骑兵走进抚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