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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产业振兴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组织振兴 产业兴旺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生活富裕

抖音号jlncb1955

社长：孟繁杰

本报讯 李莹 孙宇阳 记
者 吴连祥 报道 规划引领 、
政策推动、企业带动、品牌
培育……东丰县充分发挥梅
花鹿产业资源优势，采取多种
有效措施，发展壮大产业规
模，使梅花鹿产业成为富民强
县的又一支柱产业。

东丰县是著名的中国梅
花鹿之乡，史称“盛京围场、皇
家鹿苑”，养鹿历史悠久，首开
全国人工驯养梅花鹿先河。
东丰梅花鹿具有种性纯合、遗
传性能稳定、抗病性好、耐性
强、生产性能优良等特点，深
受各界人士的青睐。

多年来，东丰县充分发挥
产业优势，在梅花鹿种源保
护、良种繁育上下功夫“做文
章”。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
已建成种源保护场4个，种鹿
存栏量达到3500只。全县梅
花鹿养殖达到22.7万只，养鹿
户发展到4510户。鹿茸产量
达到442吨，实现梅花鹿养殖
产值 21.5 亿元。被评为国家
级种源保护场的文福鹿场养
殖梅花鹿 1000 余头，东丰型
梅花鹿的种源优势更为突出。

政策推动，扶持补贴助民

富。为了鼓励农户养鹿致富，
该县设立县级产业基金 2000
万元，争取省级政策性项目资
金600万元，用于扶持农户养
鹿。持续实施梅花鹿养殖保
险政策，农户自缴保费 20%，
县级财政补贴款80%，为养鹿
户提供了风险保障。同时，不
断拓展鹿产品深加工途径，依
托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省莎普爱思强身药业有限
公司、吉林睿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和鹿乡土特产有限公司
等龙头企业，生产药品、保健
品、食品等 88 种产品。经过
培育打造，“马记鹿茸”“强身”

“神益”“六嫂”“立鹿”等品牌
被评为吉林省名牌产品、吉林
省著名商标，加工企业实现产
值5.4亿元。

项目带动，助力梅花鹿产
业转型升级。为了实现“全产
业链、产业集群”发展，充分整
合国内外鹿产业资源，东丰县
于 2019年开始打造集科研孵
化、商务办公、教育培训、文化
创意、精深加工、仓储物流、质
量检测、会议会展、产品交易、
文化旅游、综合服务等功能于
一体的世界级梅花鹿总部经

济区——东丰国际梅花鹿产
业创投园。项目总占地面积
74万平方米，总投资23亿元，
一期工程投资 5.9 亿元。目
前，综合服务楼主体框架建设
已完工，2栋标准化加工车间
完成主体框架。该项目的建
设为进一步推动东丰县梅花
鹿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世
界级梅花鹿产业新高地，促进
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发挥
重要作用。

鹿旅融合，形成产业发展
新优势。近年来，东丰县依托

“中国梅花鹿之乡”“皇家鹿
苑”等品牌优势，谋划建设了
养鹿官山园、观展梅花鹿驯
化、皇家鹿苑博物馆等项目，
全力推动梅花鹿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累计驯化鹿达到300
余只，累计接待游客 10 余万
人次，成为东丰乃至全国文化
旅游的靓丽风景线。由于产
业优势突出，东丰县被授予

“中国观展梅花鹿驯化基地”
称号，东丰梅花鹿地理标志商
标被评为2020世界地理标志
产业博览会金奖，东丰县鹿业
公司被评为吉林省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四星级示范企业。

发挥种源优势 推动转型升级

东丰强力打造梅花鹿产业发展新引擎

本报讯 冯超 报道 截至2020年底，我
省保护性耕作发展势头迅猛，参与保护性
耕作免耕播种作业的合作社达1310个，实
施保护性耕作面积由2015年的450万亩增
加至 1852 万亩，超出国家 2020 年度任务
552万亩。

“十三五”期间，我省不断加大保护性
耕作推进力度，始终保持全国首位。2020
年，国家启动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行动计划，我省随后也制定了《吉林省保护
性耕作推进行动方案（2020-2025 年）》和

《吉林省2020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
保护性耕作在农安、长岭、双辽等8个

县市开展整县推进，实施面积均在 100 万
亩以上，双辽市基本实现全覆盖。我省以
整体推进县为重点，建设县乡级高标准保
护性耕作应用基地30个，每个基地安排省
县两级专家，定点指导，因地制宜开展多种
技术模式对比。目前，我省建立保护性耕
作技术实施效果监测点15个，与中科院地
理所、省农科院、吉林农大3家单位合作，
开展保护性耕作长期效果监测工作。

我省成立保护性耕作专家指导组，与
市县开展“一对一”定点指导，探索秸秆归
行、条带少耕、苗带深松、护苗施肥等技术
措施，指导各地强化栽培、施肥、植保等农
艺措施，优化配套机具装备，形成不同区域
特点的秸秆覆盖耕作技术模式。我省还组
织30多名农民“土专家”讲师团，以生产实
践、典型实例和亲身经历，现身说教，开展

“实战”式宣讲培训。采取微视频、网上直
播等方式在线解读政策、答疑解惑，共开
展直播27场次，受训人数超20万人次，快
手平台专场观看量达60万次，将相关政策
及时传达给农民，让农民吃下“定心丸”。

在能力保障方面，“十三五”期间，我
省统筹整合相关资金，用好农机补贴、作业补贴“两个
钱”。坚持补贴到田、落实到户、责任到人，2020年共安排
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资金7.2亿元（含省级配套2亿元）。
支持“康达农机”等生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全力组织生
产，保障市场供应。对保护性耕作所需机具采取上限足
额补贴，调动农户购机积极性，2020年新增5000台左右，
保有量达到2.3万台。18个县（市、区）组织农户安装信息
化监测设备6111台（套），提高验收工作的质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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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棵树镇的干豆腐吃着
不赖，今天我专门来‘囤货’。”

“延和乡的大米、长岗村的红
菇娘酒、大岭镇木耳也是刚补
的货，可以买些尝尝”……2日
一大早，位于榆树市三盛路的
消费扶贫产品专馆里十分热
闹。这里展示的不仅是榆树
当地特产，更是榆树脱贫攻坚
中带领贫困户增收的智慧集
合。

2020年，榆树市贫困户的
生活发生巨大改变——全市
7020 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
全部脱贫；1903 名不稳定户、
边缘户人员全部消除风险；5
月、6月，危房改造和安全饮水
工程全面完成。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
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这一年榆树市以背水一
战的姿态，立下愚公志，带

着人民的期盼，向脱贫之战
发起总攻。开启脱贫攻坚

“ 百 日 会 战 ”，实 行 全 年 接
力 式 的 摸 排 、整 改 ，坚 持

“任务清零”与“成效巩固”
双轮驱动，精耕细作发展产
业，带着新建立的防返贫机
制，冲刺脱贫攻坚“最后一
公里”。
实处“落子”诠释为民情怀

“为什么存在这些问题？
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
2020年3月末，榆树市创新工
作举措，打响脱贫攻坚“百日
会战”，每周二晚上 6 时 30 分
召 开 周 例 会 ，播 放 暗 访 视
频，采取“红红脸、出出汗”
的方式，让涉事乡镇和市直
部门主要领导主动到前台
认领问题，说清问题产生的
原因、整改对策和时限，并
由市脱贫攻坚整改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副组长等相关

领导逐一点评，提出具体工
作要求。

“靠山村的李树珍今年85
岁，她家的问题是危房改造。
老人的房子是她父亲留给她
的嫁妆，年久失修，存在的安
全隐患极大。在 2020 年 6 月
份的周例会上，我汇报了此问
题和解决办法。”城发乡扶贫
办主任毕云龙回忆说，“我们
先将老人接到养老院，经过半
个月的劝说，老人同意建新
房，新房在2020年7月中旬建
成。”

李树珍老人的难题，仅是
榆树“百日会战”中众多已解
决的问题之一。从严落实台
账登记、签字销号等机制，到
针对性地回访问效、实地复
核、事后评估，榆树市对发
现的基础业务不规范、集中
供水管理用房制度不健全、
村卫生室报销网络不稳定

等 12 类问题进行规范整治，
暗访视频发现的问题全部解
决。

清零“良方”摸排不止步
“吃饱穿暖了吗？新房子

住得习惯吗？看病、读书有什
么困难吗？”带着这些问题，太
安乡扶贫办主任范丹辰来到
贫困户郝红卫家了解情况。
郝红卫身患疾病，但同自己的
就医问题比起来，他更担心孩
子的学业。

“起初孩子不想上学了，
一心想出去学烤串挣点钱，我
身体不好、学问不大，真不想
孩子走我的老路。”提到儿子
郝彦龙，郝红卫不无担忧地
说。

了解情况后，太安乡扶贫
办和学校沟通，免去了郝彦龙
的伙食费、学杂费。“我们从
长远出发避免儿童、青少年
因贫辍学。” (下转03版)

立下愚公志 啃下硬骨头
——榆树市脱贫攻坚综述

□ 张欣禹

本报讯 崔立超 记者郭
小宇报道 乾安县第一书记
代言产品旗舰店自2020年5
月 15 日正式起航试运营以
来，运营状况良好，出售的
农副产品受到了市民欢迎，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
收。市民张大哥告诉记者：

“我特地打车过来的，在这
买东西质量放心、价格公
道，而且还能为脱贫攻坚出
一份力！”截至 2020 年 11 月
底，旗舰店销售额达到179.3
万元。

乾安县第一书记代言
产品旗舰店店面占地面积
240平方米，店内分为展示、

体验、洽谈、接待、办公 5 个
区域。旗舰店集乾安县域
内19类280种630个规格特
色农副产品，由25名扶贫驻
村第一书记和 25 名村党支
部书记代言推广，42家企业
入驻。同时，有 23 户 企 业
分别入驻省、市第一书记
协会销售平台。旗舰店落
地之后，在乾安县第一书
记协会的监督指导下，委
托第三方乾安县慧农电商
仓储有限公司代运营，旗
舰店以发展辐射带动乾安
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庭院经
济持续增收致富为目的，
搭建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的红色阵地。为
扩大乾安县农副产品知名
度及销售渠道，旗舰店采
取线上、线下两种销售模
式进行运营，提取一定销
售比例用于乾安县建档立
卡贫困户分红、发展农村
公 益 事 业 和 扶 贫 产 业 项
目，进一步推动基层党建
与脱贫攻坚高度统一、有
机结合和深度融合。

依托乾安县工信局，旗
舰店于2020年8月12日和9
月 17 日分别开展了两次消
费满 200 元立减 100 大型消
费券活动，共计发放消费券
6000张60万元。

乾安第一书记代言产品旗舰店红红火火

吉林市龙潭区不断深挖

雾凇冰雪和满族民俗文化资

源，大力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经过近年来的精心打造，满族

文化重要发祥地乌拉街镇的

满族民俗资源已成为我省旅

游的特色品牌。图为满族传

统体育游戏“狩猎”。

朱建伦 石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