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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刘特派员帮咱掌握了羊肚
菌的栽培技术，一个大棚多赚了 2万
元，让咱又多了一条致富路。”6月 11
日，在抚顺县上马镇塔二丈村的一栋
大棚里，村民王福友说。

“羊肚菌被誉为‘菌中之皇’，经
济效益十分可观。”提及羊肚菌，省农
科院食用菌研究所良种繁育与推广
研究室主任刘俊杰如数家珍。

刘俊杰带领的食用菌科技特派
团扎根抚顺，累计推广食用菌栽培面
积1.2万公顷，实现产值72亿元，技术
带来新增经济效益18亿元。

用科技引领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变

2007年以来，我省引导优秀科技
人才到乡村特色产业、龙头企业等乡
村产业发展一线聚集服务、创新创
业，先后派出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
生态研究所的清原满族自治县森林
资源保育科技特派团、省水稻研究
所的新宾满族自治县优质水稻产业
科技特派团、沈阳农业大学的新宾
县中药材与食用菌省级科技特派
团、省农科院的清原县食用菌省级
科技特派团、沈阳农业大学的抚顺
县食用菌省级科技特派团 5 支科技
特派团来到抚顺市帮助乡村分析产
业现状、制定产业规划、宣传政策信
息、开展科技培训、提供技术服务、
建立示范基地、组织市场营销、培育

新型农民以及促进创新创业等工
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优
化升级。

技术培训、现场指导、田间“问
诊”……科技特派员活跃在田间地头，
深入一线，已成为抚顺市乡村振兴，引
领群众致富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帮
扶工作的深入，科技特派团还与全市
各县区建立起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由抚顺市科技局搭台，省级科技特派
团与全市三县进行了工作对接。中
科院沈阳生态所驻清原县森林资源
保育科技特派团建立了政府、科技、
企业、合作社四位一体的特色产业技

术服务体系，建立了道地中药材、绿
色食品和森林资源保育与林下资源
开发示范基地 14 个。省农科院的清
原县食用菌省级科技特派团选择民
合食用菌合作社、富农菌业有限公
司、康利食用菌合作社等作为项目新
品种、新技术的示范基地，帮助企业
做大规模，增强经济实力，以点带面
推进清原食用菌产业发展。

带动3.6万农户
踏上科技致富之路

在科技特派团的“智力”支持下，

抚顺市各县区不断优化种植结构，清
原县以香菇、吊袋黑木耳、反季山野
菜为主；新宾县以“一县一业”香菇产
业和大棚蓝莓、香瓜采摘业为主；东
洲区以葡萄、草莓、香瓜、山野菜等为
主；抚顺县、顺城区、新抚区、望花区
作为传统菜篮子基地，倾力打造城郊
型设施农业基地，以蔬菜、水果生产
为主。全市形成了具有不同区域特
色的设施农业发展格局。全市各农
业基地还对标市场，大力种植高效特
色经济作物，满足市场需求。抚顺县
引进种植的珍稀羊肚菌，顺城区农业
部门引进示范推广的木耳菜、红菜薹
等名特优新蔬菜，抚顺市富春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引进种植的软枣猕
猴桃、大樱桃、油桃等果品，丰富了种
植品种，深受人们欢迎。

抚顺市科学技术局农业科科长
张忠福说：“科技特派团不仅为农民
送来了技术，还让更多农民有了靠科
技致富的观念，为抚顺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据介
绍，科技特派员进驻抚顺市以来，加
强了产学研合作，重点企业累计获
批国家级星创天地 8家，获批省级农
业领域专业技术创新平台、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共 6家，建立农产品科技
示范基地 27 个，培育现代农业科技
龙头企业 59 家，申请国家专利 39
项，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409 项，带动
农户3.6万户。

科技帮扶让农民口袋鼓了脑袋“活”了
——科技特派团助力抚顺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周 明 崔振波

本报讯 记者周明 崔振波报
道 初夏的抚顺市劳动公园里，伴着
明快的音乐节奏，不少人翩翩起舞，
艺术与生活融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人观看、学习、参与。“现在咱抚顺，不
仅健身场所多，群体赛事多，每月都
有群众体育比赛项目，各类健身团队
也多，只要你想健身就能找到自己喜
欢的项目。”正在跳舞的抚顺市民王
姣自豪地对记者说。全民健身，让抚
顺这座美丽的城市充满活力与动感。

近年来，抚顺市不断加大对公共
体育设施的建设力度，省、市体育主
管部门每年投资约 300 余万元用于
新增健身器材，每年新建全民健身场
地 100 处以上。如今，抚顺市城市社
区的体育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初
步形成城市社区“15 分钟健身圈”，
乡镇、行政村公共体育健身设施覆盖
率达 90.47％。目前，抚顺市拥有体

育场地 2100 个，其中室内体育场地
276 个，室外体育场地 1824 个，全市
人均占有体育场地面积 1.67 平方
米。依托全市现有资源，进一步完善
和丰富了十里滨水体育长廊、月牙岛
生态公园、劳动公园等休闲场所体育
设施，为市民免费提供了健身场地，
满足了健身需求。

全市群众体育从单调到多元，体
育器材从缺乏到遍布城乡，硬件设施
的变化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
提高，共同推动了体育之花绚烂绽
放。在顺城区河北乡方晓村，曾经的
村部前是一片空地，村民想要娱乐健
身只有扭秧歌一种方式。而如今的
村部，每到春夏傍晚，村民都在健身
器材上锻炼一会儿。按按腰、踢踢
腿，广场上、小区里的健身器材兼具
实用性与趣味性，是许多村民茶余饭
后锻炼身体的好去处。

在硬件建设水平不断提升的同
时，抚顺市为群众健身活动搭建起了
平台，催生出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
动和品牌赛事的相继举办。近年来，
抚顺市广泛开展了足球、篮球、排球、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业余联赛，以
及健步走、体育舞蹈、武术、太极拳、
健身气功、毽球、门球、冬泳、滑雪、家
庭冰雪趣味运动会等群众性体育赛
事活动。全市各级体育组织、企事业
单位每年组织开展各级各类较有规
模的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100项
次以上，进一步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
生活。目前，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的人口比例达到 42.5％，90%的城市
社区、78%以上的行政村建有体育组
织，初步形成遍布城乡、规范有序、富
有活力的社会化全民健身组织网络，
全民健身蔚然成风。

从健身到健康，绝大多数人目前

还缺少一张专属于自己的“运动处
方”。为此，抚顺市一直努力为市民
送去科学健身的“良方”。近年来，抚
顺市通过开展国民体质监测活动，让
更多市民开始认识到体质监测的重
要性，不但了解自身体质状况，还可
以获得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为改善
身体素质，进行科学体育锻炼，提供
了依据。“根据自身情况科学合理运
动，才能让身体素质不断提高，希望
大家自觉投身到健身活动中去，舒缓
工作和学习的压力，让自己的身体更
健康，生活更美好。”抚顺市体育事业
发展中心科研所所长马北波介绍，抚
顺 2018 年全年测试人数 2157 人，达
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标准
的人数比例为 89.24%。多彩的群众
赛事活动、独特的体育魅力，丰富了市
民业余生活，不但锻炼了体魄，也为
健康抚顺发展提供着不竭的动力。

运动健身成抚顺市民生活新风尚
42.5％的人口经常参加锻炼，人均占有体育场地1.67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周明 崔振波报
道 今年以来，抚顺市将推进“个转
企”列入“重实干、强执行、抓落实”专
项行动，建立健全统筹推进扶持小微
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小微企业快
速增长营造高效便利的准入环境，为
小微企业参与竞争创造公平有序的
市场环境，为小微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打造宽松和谐的成长环境，激发小微
企业创新活力，为壮大新经济提供重
要支撑。

今年前 5 个月，抚顺新增“个转
企”364户，完成全年“个转企”工作目
标 600 户的 60.67%，比上年同期增长
130%。

实施“个转企”工程推动转型升
级。抚顺市“个转企”联席会议办公
室先后印发了《关于印发2019年全市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2019 年度全市个体工商户
转型升级工作绩效考评方案》，将省
政府确定的年度培育目标600户分解
到所属县区，细化到各职能部门。抚
顺市政府与县、区政府和市相关职能
部门签订目标责任状，推动了在政府
领导下各职能部门共同承担目标任
务工作机制落到实处。按照加快推
进转型升级方案及实施细则的要求，
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开展了2018年度

“个转企”扶持资金申报工作，全市共
有 270 户企业申请资金扶持，涉及资
金54万元。

各县、区政府高度重视“个转企”
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抚顺市关于加
快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
工作方案》及《加快推进个体工商户
转型升级为企业工作方案实施细则
的通知》精神，按照全市“个转企”工
作会议的部署，细化量化目标任务，
落实部门责任，形成市场监管、税务

和行业管理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协
作、共同承担转型目标任务的工作机
制。抚顺经济开发区、新宾满族自治
县、望花区早谋划、早实施，结合本地
区产业结构特点和区域发展定位，确
定本地区转型升级的重点行业和重
点培育业户，通过对重点户的跟踪服
务，引导宣传，加快转型升级工作。

放管结合支持小微企业参与竞
争。抚顺市大力建设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实行企业年度报告制度、
涉企信息公示制度、“双告知一承诺”
制度，建立健全信息互联共享机制、

联合惩戒机制，加快构建以信息共享
为基础、以信息公示为手段、以信用
监管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制度。
对不依法履行信息告知义务的，建立
异常名录制度、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管
理制度，推动落实小微企业主体责
任，引导小微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加
强企业信用建设。同时，全面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制度。完善“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机制，推行工
商内部业务综合抽查、跨部门联合抽
查，提升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和有
效性，减轻小微企业负担，减少权力

寻租，打造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原
则上对设立不超过一年的小微企业
不开展抽查，通过数据监测等形式发
现监管风险，降低初创期小微企业经
营制度性成本。

抚顺市还积极做好转型重点行
业以及转型标准制定、转型培育库管
理、转型企业跟踪回访等重点工作，
推进“个转企”工程有效实施，促进产
业结构和治理结构升级，推动实现小
微企业整体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创
新活力进一步增强。

准入环境高效便利 市场环境公平有序 成长环境宽松和谐

前5个月抚顺“个转企”同比增130%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6
月12日，记者从抚顺市生态环境局
了解到，为加大环境噪声污染监管
力度，营造绿色安静环境，连日来各
级生态环境部门开展了环境噪声污
染整治行动。

其间，组织环境监察人员重点
对市区工业企业、生产加工场所噪
声源进行全面排查，切实加强对环
境噪声污染的控制和监督检查。对

存在环境噪声污染的工业企业下达
了限期整改通知；对近期不能完成
整治任务的，责令禁止使用产生噪
声污染的机械设备。

执法人员将以学校周围区域和
居民区为监管重点，增加检查巡查
频次，加大环境现场执法力度，严厉
查处居民区内开设的铝合金加工
点、汽车修配厂等环境噪声污染行
为，营造安静、和谐的生活环境。

开展环境噪声污染整治行动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7
月1日起，抚顺市将执行新的城乡低
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
活养育及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
补助标准。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中，
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按当
地低保标准1.4倍确定，城市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由现行836元/
月提高到856元/月；农村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标准按当地低保标准
1.6倍确定，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标准由现行584元/月提高到622

元/月。
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中，孤

儿集中供养标准提高幅度5%，由
1600元/月增至1680元/月；孤儿分散
供养标准提高幅度7%，由1200元/月
增至1284元/月。

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助
标准提高7%。如，现行补助标准为
506元/月的，将增至541元/月；现行
补助标准为473元/月的，将增至506
元/月；现行补助标准为439元/月
的，将增至470元/月，现行补助标准
为405元/月的，将增至433元/月。

城乡低保标准7月1日起提标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6
月 11 日，由抚顺市委宣传部、市文
化广播电影电视局和市文化旅游发
展促进中心主办的“壮丽七十年·奋
进新时代”暨天湖广场2019抚顺市
群众文化节开幕式在抚顺市雷锋体
育场休闲广场拉开序幕。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大合唱
《把一切献给党》、配乐诗朗诵《美丽
中国》、魔术《欢庆》等十余个精彩的
节目，博得在场市民的掌声与喝彩
声。当日，丰富多彩的节目吸引了
近千名市民前来观看。

本届群众文化节历时近 4 个
月、共演出18场。参演文艺团队达
百余支，充分体现了全市扎实广泛
的群众文化基础。

在近4个月的群众文化节期间，

抚顺市民可以在每周欣赏到一场精
彩的文艺演出，还能在“七一”“八一”
等重要日子欣赏到相应的主题演出，
并在抚顺市群众艺术馆小剧场抢先
欣赏一些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而原创的文艺节目。

本届群众文化节演出内容丰
富，表演形式多样，能满足不同年龄
段市民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彰显抚顺群众文化活动的特色与亮
点。同时，还将进一步激发广大市
民的爱国情怀，助推抚顺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抚顺市有着扎实的群众文化
基础与浓厚的群众文化氛围，截
至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 9 届群众
文化节，得到了市民的广泛参与
和好评。

2019群众文化节启幕

6 月 12 日，“花开中国 魅力抚
顺”中韩艺术家书写雷锋日记采风
笔会交流活动在抚顺雷锋纪念馆
举行。

活动中，25名中韩艺术家挥毫
泼墨进行书法、绘画创作，弘扬雷锋
精神，切磋书画技艺，交流感情。“崇
德尚学”“大爱无疆”“学习的榜样，
时代的楷模”等内容的书法作品以
及松树、竹子等题材的绘画作品充

分表现了雷锋精神。
韩国书协大邱市静心书画家协

会会长宋定泽用韩文题下“向雷锋
同志学习”。

宋定泽说：“这是我第二次来抚
顺了，每一次来都觉得抚顺人民特
别热情。我参观了抚顺雷锋纪念
馆，对雷锋精神有了一定的了解，我
会将雷锋精神带回韩国。”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摄

中韩艺术家采风笔会举行

本报讯 一座城市曾经的地标
建筑，承载着这座城市无数的回忆，
更见证着历史的跌宕变迁。建于
1908 年的煤都宾馆是抚顺市文物
保护单位，也是“辽宁老字号”企业，
其建筑和品牌有着百余年历史，如
今气质风骨犹存。

如今面对消费升级和消费者年
轻化的趋势，煤都宾馆苦练企业内
功，以创新擦亮招牌，让煤都宾馆享
誉全国。“老字号”是中华民族的宝
贵遗产，代表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承载着人们的美好记忆和
情感。近年来，抚顺市不断深化商
贸流通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
实施品牌战略，加快对“老字号”企
业的发展和培育工作。截至目前，
抚顺市拥有省级以上“老字号”企业
3 家，其中，经商务部认定的“中华
老字号”企业 1家(鸿兴泰抚顺饮食
文化有限公司)，经省商务厅认定的

“辽宁老字号”企业两家(抚顺琥珀
泉艺术品有限公司、抚顺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煤都宾馆)。

为培育“老字号”品牌，抚顺市
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认定为

“中华老字号”“辽宁老字号”的企业
进行资金奖励，并引导“老字号”企
业进行商标注册、专利申请工作，有
效促进了“老字号”商号、产品和传
统工艺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
抚顺市还积极建立健全“老字号”档
案，组织开展“老字号”调研，全面了
解掌握“老字号”企业发展现状及存
在问题，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
种方式，对“老字号”发展史料进行
系统和全面的记录。

为提升“老字号”品牌的竞争力
和知名度，抚顺市还加大对“老字
号”品牌的宣传力度，营造有利于

“老字号”品牌发展的消费环境和社
会氛围；支持“老字号”企业参加国
内外相关展会，不断提升“老字号”
知名度；鼓励引导“老字号”企业通
过发展电子商务实现营销模式创
新，探索传统品牌和电子商务结合
的发展之路。

徐中元 本报记者 崔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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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森林资源保育科技特派团赴清原进行现场指导。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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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恒化工公司生产车间。 本报特约记者 门 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