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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佳明 记者 吴
连祥报道 进入4月以来，辉
南县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为载体，组织干部群众掀
起春季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热
潮，为建设美丽乡村，助推全
域旅游打好环境基础。

在农村人居环境春季整
治行动中，辉南县坚持示范
带动与全面推进相结合、重
点突破和综合整治相统筹，
既注重面子，又打扮好里
子。结合乡村环境发展实
际，重点实施农村“厕所革
命”、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
水治理、村庄清洁行动、村容
村貌“五大提升行动”，坚决打
赢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攻坚战。

全县 11 个乡镇紧密结
合当地实际，以村庄清洁行

动为主线，周密细致制定人
居环境春季整治行动方案，
组织实施拆违治乱专项行
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行动、
村屯绿化美化专项行动及庭
院整治提升行动，紧盯村屯

“八乱”，对村屯脏乱区域进
行彻底清理整治。

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
劲。各级干部深入一线宣传
发动，抓好措施落实。各村
组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宣
传栏、微信公众号等载体，通
过播放音频、发放倡议书、张
贴宣传标语、悬挂宣传横幅、
组织党员志愿者服务等方
式，使每一户每一人理解、支
持整治行动，参与到整治工
作中，形成“人人讲卫生，家
家勤保洁”的良好氛围。

宜居宜业宜游

辉南乡村颜值实现再提升

本报讯 贾宁 记者 郭小
宇 报道 乾安县让字镇大咸
村，一台台大型机械在田地
里来回穿梭作业，田间地头
一派忙碌景象；乾安镇翔字
村海瑞特色农业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小冰麦种植现场，农
机驾驶员正驾驶着小型拖
拉机耕地，工人紧随其后进
行手工播种……一幅幅春耕
场景，正在井方大地铺开。
为确保今年粮食生产，乾安
县抢前抓早，精准施策，全力
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确
保今年农业生产开好局、起
好步。

抢农时，做足春耕生产
功课。乾安县立足“早”、突
出“实”，积极部署春耕生产
各项任务。成立工作专班统

筹调度各成员单位，从保证
农资需求、协调生产运输、做
好农机准备、抓好春耕期间
人员管理、抓好农用车辆安
全管制、开展技术指导等方
面提出要求，明确措施和责
任单位、责任人。主要领导
多次深入乡镇村屯，调研指
导春耕生产工作，通过政策
引领、科技帮扶、农资保障等
措施，落实各项农业发展规
划。村民唐树鹏说：“今年我
种了 16 公顷地，加入了村里
的合作社，从籽、肥选购到田
间管理，全都由合作社负责，
既省时又省力。去年，合作
社种地收入 10 万多元，自己
打工又挣了3万多元，生活越
来越好。”

惠民生，金融“活水”浇

春苗。对脱贫户进行包保，
深入了解脱贫户生产需求，
制定相应措施，提供资金、技
术等方面支持。

在安字镇造字村石中校
家的大棚里，石中校正在为
今年的西瓜育苗做准备工
作。“今年，我打算种 20 公顷
玉米、10公顷西瓜，自筹资金
35万元，还差25万元，安字镇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通绿色
通道，为我办理信用贷款，下
款非常快，帮我解决了籽、肥
和土地的费用。”乾安县通过
多种方式组织协调涉农部
门，确保涉农、助农信贷的投
放力度，通过降利率、提额
度、早发放等惠民措施，有效
解决资金问题，助力春耕生
产顺利开展。

新技术，助力农业生产
再升级。今年，乾安县大力
推广标准化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为助力乾安县
建设大豆科技自强示范县打
下坚实基础。在所字镇雅字
村的乾安县恒丰合作社玉米
大豆种植现场，一台大豆玉
米一体化种植机来回穿梭，
一次性完成玉米和大豆两种
作物播种。乾安县恒丰合作
社负责人陈福良说：“这项技
术与传统玉米种植相比不减
产，又增收一季大豆。玉米
大豆轮作有利于耕地有效利
用，大约4天时间，652.5亩地
就种植完成了。”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技术将有力实现
粮食丰产、农业增效、农民持
续增收。

乾安精准施策保障春耕生产
本报讯 蔡文钻 张力军 报道 随着汛期

临近，日前，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应急管理
厅、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交通运输厅和
省地矿局等部门，认真研判我省当前地质
灾害防治面临的形势，统筹各部门地质灾
害防治任务，铸牢地质灾害防治安全底线。

据预测，今年全省平均降水量为400－
450毫米，比常年略多，与去年相近。初夏
多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盛夏 7－8 月
份，我省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区域性暴雨
和局部洪涝。因此，全省地质灾害防范的
重点区域是吉林、白山、通化、延边和长白
山地区，重点防范时段在6－8月份，主要灾
害类型为崩塌和泥石流；从诱发因素看，修
路、采矿、切坡建房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
灾害数量占比较大。对此，各地要提高警
惕，加强防范应对，做好迎接极端天气挑战
的充分准备。

落实在具体工作上，省自然资源厅提
出：在“防”上，要落实巡查排查，开展避险
演练，做好监测和预报预警，强化宣传培
训，全力防范灾害风险。在“治”上，要完善
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开展排危除险，实施工
程治理，推进避险搬迁，切实减轻灾害威
胁。在“救”上，要抓好应急处置力量建设，
强化应急技术支撑，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切
实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全力做好灾害救援。

省自然资源厅要求，防汛期间，各地要
动员单位整体力量，实行24小时地质灾害
防治值班制度，坚决杜绝脱岗、空岗。要落
实灾情信息每日“零报告”，遇有灾情险情，
务必第一时间速报、6小时内续报、12小时
内正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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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丹 记者徐文
君报道 近日，洮南市二龙乡
一些农户正在对免耕机进行
调试维护，为即将开始的春
耕生产做足准备。“我用免耕
机进行保护性耕作三四年
了，效果挺好，粮食产量逐年
上 升 ，老 百 姓 也 越 来 越 认
可。我们一个小屯共有 8 台
免耕机，每年到春耕时都得
排班使用。”二龙乡民治村二
社村民岳德民说。

2021年洮南市粮食总产
量达 25.34 亿斤，首次迈入全
省前十产粮大县行列。为进
一步保障粮食稳产丰产、促

进黑土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
发展，今年，洮南市积极探索
推广保护性耕作新模式，持
续提高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全力抓好春耕生
产各项措施落实，促进农民
稳产增收，现已申报保护性
耕作132万亩。

保护性耕作技术取消了
传统秸秆清理、旋耕起垄的
耕作模式，农田上均匀覆盖
着秸秆，能有效减少土地的
风蚀和水蚀，起到保护生态、
节本增效，遏制黑土地退化，
增加土壤有机质，保障粮食
增产增收等作用。为不断提

高该技术的推广使用落实，
洮南市还通过给予补助资金
等方式加大保护性耕作推广
力度，对玉米、大豆、杂粮等
种 植 地 块 ，实 施 保 护 性 工
作 的 ，根 据 实 际 监 测 原 则
每亩按不超过 40 元标准给
予 补 助 ；对 于 高 标 准 应 用
基 地 秸 秆 大 量 覆 盖 的 地
块，每亩按 150 元的标准给
予补助。

“保护性耕作明显提高
了工作效率，传统的播种方
式需要5道工序，保护性耕作
一次就可以完成播种，没有
保护性耕作这项技术，我每

年能耕种 20 公顷土地，有了
这项技术，我每年种100公顷
土地还轻轻松松，可以说，这
项技术养肥了黑土地，也改
变了我的生活。”聚宝乡昌玲
家庭农场肖玉昌说。

当前，洮南市正在深入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推广新型增产增收技术、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机械化
率，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非粮化”，持续保持粮食产
量稳增态势，以现代农业夯
基垒台，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
足。

洮南：推广保护性耕作 促农民稳产增收

通榆县加快建设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农村宽带通

信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发展。图为通榆县农村广播

电视有限责任公司为向海乡创业村农民安装网络电视。

王志鹏 朱相龙/摄

本报讯 李 樊 报 道 近
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全国
乡村旅游精品路线中，我省
有6条精品线路入选。

文化和旅游部推出“乡
村四时好风光——春生夏
长 万物并秀”全国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共 113 条，吉林入
围的 6 条精品路线分别是：
松原市前郭县生态宜居之
旅、通化市柳河县泉眼村春
日之旅、通化市辉南县“醉美
龙湾花样辉南”春季赏花之
旅、四平市伊通县满乡春之
旅、醉美吉乡之旅、吉林市春
回大地寓教研学之旅。

此次推出的精品线路突
出春夏时令特点，以赏花踏
青、农事采摘、田园观光、民

俗体验、亲子休闲等为重点
推荐内容。春生夏长，万物
并秀，或云游，或漫步。游客
既可寄情山水，穿行在绿岭
花海之间；又可寻古探幽，徜
徉在古村名镇街头。既能在
乡村民宿中度假小憩，偷得
浮生半日闲；更能在红色景
点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前行
动力，抖擞精神再出发。

据介绍，此次文化和旅
游部推荐的全国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主题鲜明，符合当下
出游时节。我省的入选数量
居东北三省一区首位。相比
以往线路发布，这次的乡村
旅游精品路线，不仅有线路
简介，还有行程路线、特色景
点和最佳旅游时间等详情。

我省6条线路入选
全国乡村旅游精品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