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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生活

信息速览

始建于 1895 年的腰屯村是
个古老的村落，它地处辉南县辉
发城镇北部，北与磐石市细临乡
隔辉发河相望。当时，三屯并列，
因这个屯堡位居中心而得名腰
屯。

腰屯村虽然历史悠久，可由
于区位、资源等原因，到 2017 年
仍有 36 户 47 人没有摆脱贫困。
为了让这些贫困家庭早点过上好
日子，镇党委、镇政府开动脑筋，
集思广益，结合当地村民拥有香
菇种植技术的优势，积极主动与
县扶贫办、发改、特产等部门谋划
研究扶贫产业项目。通过去北
京、河北、辽宁、梅河口等香菇基
地学习考察，决定发展香菇扶贫
产业基地项目。在县里的支持
下，申请到155万元扶贫资金，在
蛟河口村建设香菇大棚20栋，发
展香菇菌棒 30 万棒，占地面积 3

万平方米。项目投产后，年销售
额 达 150 余 万 元 。 2018 年 至
2019年，为腰屯村贫困户每人分
红500元。

2018年，镇里趁热打铁，科学
规划，紧跟社会发展步伐，及时发
展新兴产业。经过实地考察，确
定发展 300KW 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当年6月，投资310万元的
300K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顺
利建成。该项目年收益 20 余万
元。2019年为腰屯村贫困户每人

分红200元。
为了发展集体，镇里积极与

包保单位辉南县公安局沟通协
调，取得该局鼎立支持，出资40.2
万元，购买了5台水稻收割机，并
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展水稻
收割作业服务，每年可为村集体
创造 6 万元收入，使腰屯村集体
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实现了贫
困村脱贫退出。

县公安局特别重视腰屯村
的脱贫攻坚工作，向该村派驻了

工作队。驻村工作队以村为家，
深入调研，扎实工作，发现腰屯村
农田水利设施十分落后，经常遭
受水灾旱灾困扰，于是谋划为腰
屯村修建农田水利设施。经过局
党委积极协调，在有关部门的支
持下，2020 年为腰屯村修建 3 座
塘坝，1条高标准农田水渠，工程
总造价 350 万元，解决了困扰该
村多年的旱涝减产减收难题。

2020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辉发城镇继续申请资金，建设
10栋香菇大棚，扩大香菇种植，推
动腰屯等行政村壮大产业规模。
与此同时，在香菇产业成型的基础
之上，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一家百
万棒香菇养殖大户，预计建设香菇
大棚100栋，利用香菇产业“短、平、
快”的特点和产业基础坚实、技术
普及率高等优势，把香菇产业打
造成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

腰屯村脱贫记
□ 肖景太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韩冰报道“加入合
作社后，我们与村里签了保底收成
协议，无论什么年景，收入都有保
障。”近日，在松原市宁江区伯都乡
杨家村永呈种植农机专业合作社
的分红大会上，社员们喜笑颜开地
领到了当年的分红。

杨家村永呈种植农机专业合
作社现有社员252户，经营旱田330
公顷，所有耕地均为合作社社员自有耕地。
全村实行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技术），主要
种植玉米等农作物，实行统一生产资料供
应、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销
售、统一结算。合作社成立以来，给入社农
民带来直接经济收益，并且可以节省劳动
力，村民还可以外出务工，增加家庭收入。

受台风“巴威”和“美莎克”影响，去年玉
米出现了倒伏。对此，杨家村永呈种植农机
合作社迅速采取措施，购买3台倒伏器对玉
米进行抢收，尽量减少村民损失。

据了解，在本次分红大会上，杨家村一
社每公顷分红 1.79 万元，二社每公顷分红
1.82万元，三社每公顷分红1.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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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预防交通事故，
关注外卖送餐人员和快
递员等交通参与者的出
行安全，近日，白城市公
安 局 交 巡 警 支 队 一 大
队、四大队，分别走访辖
区内的外卖企业和快递
行业，为他们讲解正确
佩戴头盔和冬日交通安
全注意事项。图为民警
帮助快递员正确佩戴头
盔。 白交宣/摄

本报讯 彭丹 记者 徐文君报道 元
旦过后第一个工作日，安图县组建宣讲
团，利用9天时间开展县委十五届八次全
会精神微宣讲暨“送培送技”志愿服务活
动，向全县群众宣传党的惠农政策，大力
普及农业实用技术，助推农民科学素质
提升、农业产业发展，不断拓宽农民致富
渠道。

明月镇龙林村的韭菜远近闻名。
去年，村民张仁臣又扣了4个大棚，韭菜
收成也不错。“怎么才能把韭菜的品质再
提上去呢”张仁臣说。得知这一需求后，
志愿宣讲团成员、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副站长姚玉春提出通过绿色养殖来改良
肥料的建议，既可以提高肥料使用率，减
少成本，还能预防病虫害。同时，姚玉春
还建议龙林村应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
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

此前，安图县委文明办通过与各乡
镇沟通联系，在农民中征集到包括农作
物增产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家禽养殖
及防疫，农机具保养、维修等在内的5大
类88个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选择农业农
村、畜牧、人社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组
成志愿宣讲团，采取点单式面对面入户
宣讲形式，为大伙解答疑惑。

安图“送培送技”
志愿服务活动暖民心

吉林省吉农宝典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广
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企业营销策划，农副产品销
售，以及人力资源咨询、就
业指导等多项经营项目为
一体的多元化公司。

公司于 2019 年末全新
开发了“吉农宝典”微信小
程序，专注致力于服务三
农，将助农益农服务与大数
据网络相结合，打造权威全
面的分类信息平台。

“吉农宝典”作为专注
服务三农的生活服务平台，
本地化、自主且免费、真实
高效是吉农宝典的三大特
色，其服务覆盖：吉林农村
报公告和广告刊登、企业招

聘、求职登记、农副产品销
售、家政服务、学历提升、法
律援助等业务，为农民解
决日常生活中的焦点、难
点问题提供最便捷的解决
途径。

“吉农宝典”微信扫码
即可关注，在全省范围内免
费诚招代理，代理抢位火热
进 行 中 ，合 作 热 线 ：
19990542797

吉林省吉农宝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9日，省劳动模范
表彰大会现场，长春市汽开区锦程
街道流动党总支书记姜顺走上了
领奖台，获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荣
誉称号——而他却是地地道道的
河南人。

今年56岁的姜顺老家在河南
省 鲁 山 县 一 个 贫 困 的 小 山 村 。
1996年，为了生计，血气方刚的他
辞去村委会副主任职务，来到长春
打工。临走时，这名入党两年的党
员拉着村党支部书记的手说：“虽
然我离开家乡，但我还是党员，组
织需要我，随时通知我，我一定回
来。”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离开
大山远赴长春从事废品收购生意
的姜顺事业也是一帆风顺。而压

在心头的一件事情一直让他寝食
不安，他一直希望回到组织的怀
抱，重新找到“家”。2005 年 6 月，
他在收废品时看到流动党员参加
社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通知，非常
希望自己也能参加教育活动。犹
豫再三，他鼓起勇气找到锦程社区
党总支书记赵刚，表达了想参加先
进性教育的迫切心情。赵刚不仅
表示热烈欢迎，还答应让他把组织
关系转到社区党总支。

2005 年 6 月 24 日，是姜顺最
难忘的一天。社区来电话，说他的
组织关系已经邮到了，让他下午到
社区去落党籍。

在锦程社区的帮助下，姜顺带
领几个老乡建起了废品回
收 站 ，成 立 了 流 动 党 支
部。2012年4月，在家乡党
组织和当地党组织的支持
下，锦程街道党工委批准
流动党支部升格为锦程街

道流动党总支。这也是全国首个
流动党总支，姜顺当选为党总支书
记，党总支下设 6 个党支部，成为
在外流动党员的红色家园、外出创
业就业人员的坚强后盾。

流动党总支成员大多来自河
南、山东等地，从事废品回收和加
工行业，他们以“废品不落地、环境
更美丽”为宗旨，创新服务形式，彰
显党员本色，维护市容环境。

流动党总支 108 名党员。他
们没有响亮的口号，每个人心中却
装着党、装着人民。

一面旗帜两地红
——长春市汽开区锦程街道流动党总支记事

□ 本报记者 侯春强

百姓身边事儿

本报讯 刘畅 李自强 孙晓
鹏 记者 郭小宇报道 为庆祝首
个“人民警察节”到来，进一步
增进辖区群众对移民管理和边
境管控工作的了解和信任，1月
6日，白山市三道沟边境派出所
与共建单位三道沟镇明德小学
师生，开展了一次以“沟通、理
解、互助、发展”为主题的警营
开放日活动。

活动期间，在派出所民警
的引导下，明德小学师生20 余
人参观了派出所营区正规化、
执法办案区、警用装备室、信息
研判室、荣誉室。通过宣传栏
详细了解边境派出所正规化、
信息化、准军事化的管理情况；
通过对办案区实地参观，深入
了解民警日常工作任务和工作
程序，深刻感受警察工作的专
业素质和敬业精神。通过辖区
监控视频，民警讲解了辖区概
况，同学们通过辖区视频监控

对各个街道进行实时查看，并
叮嘱同学们平时注意道路交通
安全；最后，全体同学在荣誉
室，由三道沟边境派出所教导
员对派出所的发展历程及取得
的荣誉进行了细致讲解，使同
学们了解边境管理发展历程的
缩影，从边防部队到移民警官
的身份转变，展现了边境管理
建设的精神血脉和新时期移民
警官加强自身建设和胜利完成
使命任务的动力源泉。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纷纷
谈起了感想，其中一名学生
代表说：“这次活动给我们的
触动很大，真正让我们了解到
警察叔叔对社会和人民生活
安定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是
和谐社会的守护者，我们要以
他们为榜样，时刻牢记自己肩
负的责任，好好学习，将来做
对社会发展和建设的有用之
才。”

三道沟边境派出所

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

（上接08版）范丹辰说，村干部
怕交通不方便、孩子不去上学，
天天接送他，2020年初还为他
找来了“代理家长”，从心理和
学业上帮助孩子。

2020 年，榆树市组织市乡
村三级干部共 2000 余人下沉
入村走访摸排。在一个月时间
里，共整改200余个重点问题，
郝彦龙的学业问题就是在这期
间解决的。

仅隔不到半年，榆树市再
次组成 9 个督查检查组，对贫
困户收入、“三保障一安全”等
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再排查，做
实监测预警，提升贫困群众就
业率、产业受益率。同时，通过
市乡两级业务指导组，对全市
督战的重点乡镇和重点村进行
全方位业务指导；在 6 个专项
工作推进组的基础上，成立组
织保障、督查督办等6个专班。
产业“施工”做大收入底盘

红菇娘、苗木花海、平菇，
还有庭院养殖的鸡鸭鹅……近
年来，一项项特色种植、养殖产
业在榆树市的建档立卡贫困村
生根发芽。庭院经济、特色产
业作为脱贫攻坚主力，为村民
带来了种地以外的第二份收
入。2016年以来，榆树市共实
施产业扶贫项目 136 个，投入
财政资金1.2亿余元。

2014 年，刘家镇永生村贫
困户杨平开始养殖奶牛。三年
间，杨平利用扶贫贷款使奶牛总
数达到10余头，并建起了牛舍。

“现在我不仅脱贫还致富了，一
年挣10万元没问题！”杨平说。

除了特色养殖，庭院经济让
大多数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钱袋
子”鼓起来。在泗河镇文明村，
几乎每户贫困户都有鹅群。
2020年，该村改变送米、送面、送
油的传统帮扶形式，为每户贫困
户送25只鹅雏或30只鸡雏，帮

助贫困户发展庭院经济，使贫困
户平均增收1500元以上。

在榆树，产业扶贫“授之以
渔”理念不断发展。2020 年，
榆树市特聘请5名专家录制了
授课视频，在线上开展产业指
导培训，并在线下开展农业技
术现场指导和技能培训。
高处“布局”建立扶贫长效机制

2 日，于家镇长岗村第一
书记李云龙忙着入户走访，通
知贫困边缘户邓育民家解除贫
困蓝色预警。2020 年 5 月，邓
育民家被标记预警后，低保兜
底、危房改造、庭院鹅雏等村中
扶贫政策逐渐落实。

脱贫攻坚不是一锤子买
卖，“已脱贫”或“边缘户”不代
表可以撤摊子、甩包袱、歇歇
脚，在距离脱贫攻坚实现最后
的胜利只剩“临门一脚”时，榆
树市制订了建立防止返贫监测
和帮扶机制工作方案，实行三

级预警，防止不稳定户返贫、边
缘户致贫，稳定长效脱贫。

“我们家虽然不属于建档
立卡贫困户，但村里也没把我
们忘了，还让我们享受部分贫
困户政策。”邓育民说，“现在我
们 一 家 三 口 人 均 年 收 入 从
4000元增长到6000元以上。”

“我们通过排查‘两不愁、
三保障’相关标准，对比财政、
人社、住建等相关信息，由村两
委评议后，市扶贫开发服务中
心先抽查核实，再进行审定、录
入和最后的监测。”榆树市扶贫
开发服务中心综合科负责人李
德来说。

下一步，榆树市将开展定
期或不定期摸排，启动“一事一
议”程序落实专项救助，发挥专
业合作社、贫困村创业致富带
头人作用，继续强大产业发展，
带领着榆树人民朝着更加幸福
美好的新生活阔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