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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水稻插秧时节，走进永
吉县万昌镇韩家村，一派热闹景
象扑面而来，村民们忙着插秧，机
器声隆隆作响，一排排秧苗整齐
地插入田中……村主任说，这些
稻米不愁卖，一家企业已和村里
达成了大米销售协议，让群众持
续增收。

韩家村的变化是永吉县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一个缩影。永吉县落实

“四个不摘”，高质量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如
今，一张张拥抱新生活、新变化的
幸福笑脸，遍布永吉大地。

把握形势 持续攻坚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永吉
县坚持高位推进，压实责任链
条。他们建立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长效机制，研究制定《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施办
法》等，明确任务和目标，重组
乡村振兴工作机构，加强督导
检查。

他们选派 2700 余名帮扶干
部与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开展结对
帮扶全覆盖，2021年入户帮扶2.5
万人次，为脱贫户解难题、办实事
6000余件。为全县20个脱贫村、
8个软弱涣散村选派驻村第一书
记和驻村工作队队员开展帮扶工
作，开展农村电商网络直播带货

活动，助推帮扶措施落地见效。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组织多家企
业为贫困户发放物资。两年来，
他们结合千村示范创建，设立 34
个“道德银行积分超市”，推动脱
贫户养成良好生产、生活和行为
习惯。组织开展扶贫产品展、消
费扶贫主题日、扶贫大集等特色
活动。2021年，鼓励包保帮扶部
门优先采购扶贫产品、脱贫户农
副产品，组织申报扶贫产品认定，
持续发展“四小工程”，近 500户
脱贫户实现收入提升。

精准发力 巩固成果

加强动态监测，确保脱贫人
口不返贫。连续五年为脱贫户投
保团体家庭财产综合保险、团体
民生意外伤害保险，有效防范化
解返贫致贫风险。

夯实保障基础，巩固脱贫成
果硬指标。加强政策落实，强化
农村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
综合性兜底保障，截至 2022年 5
月，将 2951名脱贫人口、87名边
缘易致贫人口纳入低保范围，
1031 名 脱 贫 人 口 纳 入 特 困 供
养。实施控辍保学长效巩固机
制，持续开展资助保学行动，发放
2022 年春季“雨露计划”补助资
金 15.6万元，乡村学校实现无线
网络、优质教育资源、城乡教研

“三个全覆盖”。健全县乡村三级
医疗服务体系，2021 年，1647 人

次脱贫户住院患者享受到“先诊
疗、后付费”政策。抓实产业发
展，畅通稳定增收主渠道。科学
谋划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项目，形成项目库，目
前已入库项目 12 个，资金规模
3541万元。截至目前，2022年到
县衔接资金 4179万元，资金安排
率85%。

固本强基 提高成色

漫步永吉，初夏时节，满目青
翠。走进乡村，鸟叫虫鸣，泥土芬
芳，菜园、蓝天、白云、青山，绘成
了一幅美好的田园风景图。

永吉，以乡村建设为抓手，实
现村容村貌“变新颜”。2021年，
投入资金 2.5亿元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18个千村示范创建村全部
达到“九有六无”标准，打造美丽
乡村风景线 9条、省级美丽乡村
10 个。建立农村环境管护长效
机制。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 100%。推进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2021 年，改造“四好农
村路”99公里，新改建桥梁19座，
改造 10千伏电力线路 64.5公里，
全县行政村通硬化率达到100%，
自然屯通硬化率达到95%。实施
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推动农
村千兆光网、5G通信与城市同步
规划建设，新建 5个镇级电商服
务中心，农产品网销额达到 1500
余万元。

永吉县：乡村振兴景色新
□ 吉林日报记者 李婷 姜岸松

肉牛饲养量和产值在吉林市各
县(市、区)中排名第一；白鹅产业园
按下建设“快进键”，养殖量与 2021
年比，增幅 283％；“舒兰大米”成为

南极科考队员三餐主食……近年
来，舒兰市凭借其资源优势，乘势而
为，抢抓机遇，聚焦现代农业产业，
全力打造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高
地，致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舒兰市素有“贡米之乡”的美
誉。该市坚持绿色生态理念，用工
业化、全产业链思维壮大稻米产
业，推进稻城融合发展，“舒兰大
米”先后被评为中国地理标志认证
产品、中国驰名商标，还入选了中
国农业品牌目录。

目前，舒兰市正在大力推进 4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构建万亩有
机水稻产业带，发展数字农业、智
慧农业、订单农业，积极推广“稻鱼
稻鸭稻蟹”等绿色种养模式。

此外，袁隆平院士生前的科研
“火种”同样留在了舒兰大地上。
当地深化与袁隆平院士科研团队
合作，正在研发适合当地种植的优
质水稻新品种，以持续提升稻米综

合生产能力和品质。当地计划依
靠“农业产业链”加快推进现代农
业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平安稻乡
小镇一二三产业融合等项目建设，
大力发展碎米酿酒、糯米饮料等大
米加工项目，着力提高综合效益和
竞争力，持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舒兰市作为水稻的主产区之
一，秸秆处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当地综合施
策、疏堵结合，全力实现秸秆全域、
全量、全面利用。舒兰突出能源化
利用，扶持壮大东晟、聚烽、天众和
等秸秆能源化利用企业，年消纳秸
秆 60 万吨。正在积极推进的舒兰
经济开发区 30MW 热电联产、中吉
农业 (吉林)年产 20 万立方米零甲
醛阻燃环保板材等项目，预计年消
纳秸秆 50万吨。

近年来，随着白鹅、肉牛产业
的蓬勃发展，改变了“舒兰大米”一

家“独大”的局面。
在位于舒兰经济开发区的白

鹅产业园施工现场，几十辆工程
车同时作业，集中力量平整园区
地块，争分夺秒把被疫情耽误的
进度抢回来。白鹅产业园是舒兰
市“十四五”期间大力推动白鹅产
业高质量快速发展的重点项目，
目前已有辽宁美中鹅业、波司登、
白翎羽绒、梦洁家纺、江苏馋神、
凯祺食品六家企业意向入园。园
区建成后，预计年屠宰白鹅 3000
万只，将打造集白鹅繁育养殖、屠
宰 加 工 、鹅 绒 生 产 、羽 绒 制 品 加
工、羽翎产品生产、饲料生产、研
发教研、文化展示于一体的产业
链。

今年，舒兰市出台了鼓励白鹅
养殖业发展的 10 条扶持政策，为
养殖户和企业提供引进良种、扩大
规模、提高标准、优化模式、疫病防
控等服务，并给予全方位的资金、

技术支持，养殖量由去年同期的
21.4万只，增加到 82.06万只。

2021 年，舒兰市肉牛产业规
模创历史新高——肉牛饲养量达
到 42 万 多 头 ，产 值 实 现 62 亿 多
元。日前，记者来到舒兰市开原
镇八里村龙湾牧业有限公司，看
到 圈 舍 里 百 余 头 育 肥 牛 悠 闲 自
在，各个膘肥体壮。近年来，舒兰
市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把肉
牛产业作为重要富民产业来抓，
通过扩大养殖规模、加强政策扶
持、延长产业链条等措施破解产
业发展难题，全力推动肉牛产业
高质量发展，舒兰市成为全省重
要的肉牛养殖供应集散地，肉牛
远销全国各地。

“十四五”期间，舒兰市将全力
推进“四个园区建设”，通过发展特
色鲜明的“农字号”产业园区这一载
体，加速推进农业实现产业化、科技
化、工业化、品牌化。

舒兰市：聚焦资源兴产业
□ 吉林日报记者 李婷 张添奥

6月 1日，蛟河市天岗经济开发区，记者
在吉林市松江塑料管道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的
自动化生产车间里，整齐排列着6条自动化生
产线，每条生产线上只有一名工人。据工人
介绍，他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整个产品的全自
动化生产。这种现代化生产方式，既降低了
成本，又使产品质量更佳，稳定性更高，效率
更是原来的两倍。

该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公司产品主
要包括聚乙烯管材、管件及管道熔接设备，销
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秘鲁等国家。
公司拥有13项产品专利，参编5项国家标准，
4项行业标准及 7项地方标准。同时公司还
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了周边
的经济发展。

五年来，蛟河市牢牢牵住项目建设这个
“牛鼻子”，多渠道谋划项目，推动一批重大项
目建设取得突破性成效，为蛟河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五年间，一个个重大项目在高位推进中
实现新突破，特别是总投资 70亿元的蛟河抽
水蓄能电站项目，是蛟河市工业史上单体投
资规模最大、支撑拉动作用最强的“一号工
程”。目前，项目开工前的各项工作正有序进
行。预计项目建设期即可纳税 2亿元，拉动
GDP增长 87亿元，对节能减排、旅游、就业等
方面具有巨大拉动作用。

国网新源吉林蛟河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副
总工程师王立帮说，在开工准备方面，施工监
理已在筹建期间介入，并签订了施工合同，初
步确定了参建单位的进场时间。下一步，将
集中力量办理开工前各项手续，组织参建单
位按计划进场，确保今年 8月份实现工程开
工。

五年来，蛟河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质效双增。截至目前，特医食
品等69个超3000万元项目签约落地，大口径
管件等78个超5000万元项目压茬开工，天益
高端石材等44个超5000万元项目建成投产，
中吉高端石材、鸿源绿洲石粉深加工等产业
链项目陆续见效。

下一步，蛟河将以“服务企业月”活动为
契机，用真心、使实劲，持续发挥职能作用，优
化营商环境，协调相关部门为企业办理开工
前手续，解决企业实际困难，确保蛟河项目早
落地、早开工、早日达产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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