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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ING本报讯 8 月 4 日，在大连庄河
市荷花山镇万亿村的有机食用菌种
植大棚里，刚刚采摘的新一茬有机香
菇已经装箱，农民正忙着装车准备外
销。8 个大棚里，遍布 8 万多株有机
菌棒，它们被当地农民视为增收的

“金棒棒”。今年 6月末，万亿村的有
机食用菌取得了庄河地区第一张有
机香菇认证证书，有机种植产业的发
展，将使万亿村很快摘掉“低收入村”
的帽子。

围绕各地农村经济区域性特点
和优势，依托“认证”，助力乡村发展
有机农业，是今年大连市大力推进的
一项工作。围绕扶贫产业项目，大连

市通过提高认证总体水平，加强带动
农产品质量提升，助力产业扶贫、农
民增收。

从今年年初开始，大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就针对万亿村香菇种植扶
贫产业项目，开展“一对一”重点有机
认证帮扶。通过调研、邀请专家现场
培训指导、检测技术支持、联系供料
商、沟通第三方机构等开辟绿色通
道，同时减免认证费用，半年后帮助
万亿村拿到了有机香菇认证证书。

有机产品认证是目前推行标准
最高的食品农产品认证，经由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认证机
构审核发证，有机产品在市场上的

售价普遍比普通产品高出两到三
倍。万亿村党总支书记王涛说，有
机香菇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普通
香菇，农民收入明显增加，种植积
极性很高，带动了整个产业发展。

目前在大连，通过推动有机认
证示范区建设，鼓励支持规模型有
机企业带动当地农民集体致富，成
为助力扶贫的一种形式。田祖生
态农业园位于庄河市大郑镇葛炉
村，建有日光温室智能大棚 325 栋，
目前有 89 个品种通过有机产品认
证，是当地颇具规模的有机蔬菜生
产基地。

在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

帮助指导下，田祖生态农业园以有
机认证示范区建设为抓手，推行

“公司+有机认证+农户”的基本模
式，带动大郑镇 523 户农民共同致
富，农户年均增加收入 3 万元，有效
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有机农业
逐渐成为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
要推手。

据统计，大连市现有有机产品
认证获证组织 77 家，有机产品认
证证书 200 张，包括加工类 56 张、
水产类 24 张、植物类 120 张，在我
省范围内占比为 30%左右，位列全
省第一。

高 蕾 本报记者 吕 丽

“有机认证”助力大连农民增收
全市获有机产品认证证书200张，农户年均增收3万元 作为国家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示范创建
城市，鞍山市创新思
路举措，多领域探索

“信易+”项目，不断提
升守信个人和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上半年，鞍山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城市信用监测中名列全国第五，领
先全省、领跑东北。这充分说明，钢
都在新时代推动信用建设上不仅结
出了丰硕果实，付出的艰辛努力也得
到了肯定。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诚信
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古往今来，信用
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运行规则，是社
会进步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建设
城市信用体系，需要每一个人、每一
个企业、每一个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其
中，失信固然应被惩戒，但让守信能
变成财富，才能进一步激发信用社会
的巨大活力。

近年来，随着失信惩戒机制的建
立健全，依托信用“黑名单”，我们看
到更多而且做得更好的是失信惩
戒。“老赖”们被媒体和户外大屏幕曝
光，除了在融资等方面受到限制，就
连个人消费也处处受限，强烈传导出

“失信者处处难行”的信号，给人的触
动不小。相比较而言，在信用信息结
果应用中，正向激励显得有些逊色。
应该看到的是，建设信用社会，不仅
需要惩戒失信行为，更需要激励诚信
行为，对守信者的激励，同样会产生

“蝴蝶效应”。

让守信品格成为人人珍视的财
富，首先需要积极营造一个守信光
荣的舆论氛围，例如通过媒体大力
宣传诚实守信的正面典型，通过讲
述他们充满正能量的故事，树立诚
信典范和社会榜样，增强其荣誉
感。其次，需要进一步推动守信激
励规范化、制度化，各地区可根据实
际，出台有关激励守信的政策文件，
建立跨地区、跨业务线的联合激励
机制，让守信者和守信市场主体在
行政审批、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优先
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更多红
利。如此，无形的诚信转化为有价
值的激励，让守信者的获得感越来
越强，就能更好地激发出人们诚实
守信的活力，使诚信成为更多人的
自觉行为。

信用让生活更美好，但信用城
市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治理重
点领域、解决突出问题上“下猛药”
的同时，在褒扬守信上“出真招”，让
信用有价、守信受益、守信有感，才
能在全社会尽快形成不愿失信的良
好氛围。

让守信变成财富
刘家伟

7 月 31 日，炎炎烈日下，沈丹铁路通远
堡至林家台间，机械轰鸣，人头攒动。中国
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工务机械段
的工作人员挥汗如雨，正在对该线进行线路
清筛、换枕施工。

为解决困扰沈丹线桥梁、站内等重点地段

道床弹性不良、病害严重等难题，沈阳工务机
械段组织了此次大规模施工。工程完工后，这
些安全问题将迎刃而解，线路质量也将得到整
体增强，将为暑运期间沈丹线客货运输安全和
旅客快捷出行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陈 明 本报记者 周福刚 摄

挥汗如雨施工 保列车安全运行

“孙家圻，慢些跑，水都扑腾浑
了！”“回鑫鹏，快点瞧，你脚边就有条
大鱼……”

7月31日，在盘锦市大洼区荣兴
街道稻作人家民俗文化村的方塘里，
来自辽河对岸营口市韶山小学、启文
小学的几十个孩子手脚并用地在水
中摸鱼。此起彼伏的提醒声、报捷声
中，身上、脸上沾满泥水的孩子们玩
得兴高采烈。

“第一次在野外抓活鱼，真爽！”
拎着小水桶，一口气抓到 6条鱼的魏
征宇激动地把胜利成果向大家展
示。“课堂上学知识，池塘里寻快乐，
孩子们不但亲近了大自然，还培养了

团队合作精神，真是不虚此行。”带队
老师周云薇说。

荣兴街道依河傍海，是盘锦市
少数民族聚居地，域内朝鲜族风情
浓郁。2016 年以来，在盘锦市倾力
发展培育民宿经济的大环境下，荣
兴街道将闲置民居进行整体改造升
级，同时整合周边生态旅游、历史文
化、农业科普、民族特色等资源，建
成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民宿旅游度
假区——荣兴街道稻作人家民俗文
化村。去年8月，这里获批成为AAA
级国家旅游景区。

“这块天然的泥地嬉戏场是利
用闲置土地建设的，现已成为文化

村里的招牌旅游项目。”据稻作人
家经理于铭介绍，今年，文化村向
荣兴街道租借了 1.3 亩土地，年租
金 1500 元。其中一半用来种植水
稻，让游客体验插秧、收割等农事
活动；另一半开辟出亲子摸鱼、泥
地足球两个娱乐项目，给孩子们一
块亲近泥土的乐园。“从经济效益
上看，这块土地产生的价值是搞种
植业的十几倍。”于铭说。

“入夏以来，前来体验的游客络
绎不绝，几十间民宿常常是一房难
求。”稻作人家客房部经理刘丹告诉
记者，来自沈阳、锦州、营口及盘锦市
的大巴车、私家车车水马龙。

除了“一亩方塘”，文化村里独
具风情的朝鲜族民居、农垦博物馆、
朝鲜族民俗体育运动、朝鲜族食品
生产加工体验店等旅游项目，都成
为天南地北游客的倾心所在。“有特
色才有魅力，有文化方能持久。这
也是今年我们民宿村特别火的原因
吧！”于铭说。

荣兴街道依托民族文化打造的
民宿经济，正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
量。据介绍，从2016年8月试营业以
来，稻作人家民俗文化村已成功接待
游客近 600批次、游客近 10万人次，
同时帮助当地 50 余名村民在保安、
保洁、客服等岗位实现再就业。

民宿村“一亩方塘”引客来
本报记者 刘立杉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姜义双报道 眼
下已进入汛期，为了让在龙卷风灾害
中房屋受损的群众早日搬回家中，开
原市干部职工夜以继日，连续奋战，
城区受损房屋恢复重建工作稳步推
进，乡村大部分受损房屋已修缮完
毕。截至目前，城区受损房屋的窗户
玻璃已全部完成修复安装，76 栋坡
屋顶受损房屋已修复完成 23 栋，63
栋楼的垃圾清理工作已经完成，2610
户的天然气管道修复完毕。受灾严
重的兴开街道 268 户受灾农户的住
房已修缮完成260户；金沟子镇金英
村共有受损房屋269座，其中251座
已修缮完工。

灾害发生后，开原市城市发展中
心的干部职工立即进驻受灾小区，现
场拟定破损窗户修复施工方案。他

们克服了安装队伍人员短缺、窗户玻
璃等建筑材料供应不足的重重困难，
按区域、分阶段稳步推进受损窗户的
修复工作。同时，该中心的房产物业
部门加班加点对受灾小区开展垃圾
清理工作，累计动用人员 463 人次，
出动各种机械车辆 46 台次，清理建
筑垃圾3217立方米。

灾害发生后，兴开街道组织干部
到房屋受损户的家中实地查看并统
计房屋受损情况，成立房屋修缮组，
低保户、五保户、特困户的房屋由街
道统一维修或重新翻建。金沟子镇
立即组织机关干部60余人成立了10
个工作小组，包片入户，统计群众的
房屋受损情况，发放房屋维修启动资
金，做到一户一档，对受损房屋因户
施策，进行维修建设。

开原乡村
大部分受损房屋修缮完毕

本报讯 8 月 5 日，由韩国斗
山机床和沈阳聚星机床有限公司
合作建设的高精度数控机床项目
落户沈阳市于洪区。该项目建筑
面积约 4.59 万平方米，投资总额超
过 1 亿美元，一期建成后，可年产
高精度数控机床 720 台，产值超过
10 亿元。

据了解，韩国斗山机床在国际
装备制造领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
引领力，其产品具有粗精加工一次
性完成、稳定性更好、产品精度更
高、输出功率更大、适用范围广泛、
使用寿命更长等特点，综合指标位
居世界前列。

此次双方将采用 OEM 方式开

展合作，为航空航天、汽车制造、专
用机械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高精
度、高强度、高品质的产品，项目的
建设将极大地提升沈阳市高端装备
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同时，随着合
作的不断深入和产品的不断丰富，
产能将逐步放大，并适时引入数控
机床零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企业，
导入数控机床主机及零部件研发、
测试、生产和销售等产业，最终形成
一条完整的数控机床产业链条，打
造数控机床产业集群，建成沈阳市
乃至东北地区技术水平最高的高端
特种数控机床测试、生产、销售基地
和产业标杆。

李治国 本报记者 金晓玲

高精度数控机床项目落户沈阳

（上接第三版）
“你们三位同志 4 月 24 日致信

市委书记习近平反映出差我市期间
购买去温州的车票，在‘五一’旅社
门前被一些人公开行骗的来信收
悉。市委书记习近平十分重视，立
即批请有关部门认真查处，并将结
果向你们反馈。”

看到回信，我才知道这位福州
市委书记名叫习近平。信里的内
容，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在这封中
共福州市委办公厅的函复里，饱含
着市委书记积极回应群众呼声的满
腔热忱。

“没想到！没想到！”看了信后，
张玉生和韩忠民也是激动不已，“咱
们是刨地刨到了金元宝，中了大彩！”

更 让 我 们 没 想 到 的 是 ，随 后
几天，我们又收到了一系列处理

“反馈”。
福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接到批

示后，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就将事情
进行了调查处理。原来，我们乘坐
的客车是客运站承包给个体户的，
售票点也是未经批准非法设置。管
理处已责令客运站对车辆停业整
顿，并处以 150 元罚款，退出多收票
款33.6元。

福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的来信

还征求我们意见，并索要通讯地址，
以便退还多收的票钱。随信附上了
客运站的“检讨书”。

看了这封“检讨书”，我们都感觉
很欣慰。

按照信上要求，张玉生给福州
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写了回信，之后
不仅收到了 33.6 元钱，还收到他们
的进一步反馈：根据反映的情况，他
们举一反三，取缔了“五一”旅社周
围十家非法售票点，并将诈骗、殴打
旅客情节严重的人员送当地派出所
查证处理，得到旅客和周围群众的
好评。“由于我们工作不好，造成你
们旅途中不愉快的经历，再次向你
们表示歉意，由衷感谢你们对我们
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整 个 事 情 太 出 乎 我 的 意 料
了！咱都不相信一个市委书记能管
这样的小事，但人家不仅管了，还
要管到让我们满意为止。从我们
写信到最后处理结束只用了 40 多
天，处理得环环紧扣，步步深入，让
人佩服！

福州的乘车经历让我们感到这
位市委书记习近平是心里装着人民
的“好官”，他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
的大事，他的眼里容不得沙子，看到
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就要管、马上就

办，而且不是挂在口头上，是切切实
实落在行动中。

我当时就感到，福州有习近平这
么个好书记，真是福州人民的福气！

初心不改，他一直都是
这样做的！

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不相信我
们的这段经历。

我们就拿出这些信件给他们
看，看到的人没有不感动的。大家
都称赞习近平书记是替老百姓办事
的实在人，是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好
公仆。

这些信函原件一直由张玉生保
管着。尽管搬过好几次家，但他一直
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从那件事之后，习近平就成了我
们的榜样，为官、做人，我们处处向他
看齐。凡是群众上门来找，我们一定
要亲自接待，处理事情也要做到让群
众满意。

张玉生给我讲过一件事：他后来
当了霍州市宗教局局长，有个宗教场
所放炮炸伤了一个小孩的眼睛。孩
子的父母找了好多人没人管，就找到
了张玉生。如果在以前，这件事情也
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但他

多方调查，去做工作，最后帮那家人
拿到了赔偿。后来，他也举一反三，
组织所有宗教场所负责人进行了安
全培训。

每当我们看到习近平这个名字，
就倍感亲切，特别是他担任党的总书
记后，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他，就仿佛
见到了老相识。有他，就感觉有靠
山、有力量。

习近平做我们的总书记，这是
党之大幸、国之大幸！现在，全党正
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我们认为，这个故事就是
一本活教材。这虽然是一件小事，
但一滴水中可以看见太阳。我们的
总书记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
不论是当农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
还是当党的总书记，他一直都是这
样做的！他的初心和使命是发自灵
魂深处的！

我出生在旧社会，尝过日寇奴
役的苦，品过解放胜利的甜，有幸能
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新时代
安享晚年，实在是幸福！我相信，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我们的
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
富强。

记者 王菲菲
新华社太原8月5日电

点滴之间见初心 查玉祥：救群众于
滔滔洪水中的人民卫士

（上接第三版）
这时查玉祥发现人群中没有刘大

妈的身影，那个无儿无女的革命烈士
遗孀，他立即奔向刘大妈的房子。进
到屋内他发现刘大妈正在炕上抱着一
个大木箱，她哭着说：“这些东西我得
带着啊……”查玉祥忙说：“等水退了，
你缺啥我给你备，咱先走，只要人在就
啥都不愁。”可是大妈还是不愿放手。
这时洪水夺门而入，眼看着没过了炕
沿，千钧一发之际，查玉祥一把背起了
刘大妈朝门外奔去，就在他们离开屋
子不到20米时，刘大妈家的房顶被暴
雨冲塌了。刘大妈安全了，又冷又饿
的查玉祥才感受到体力透支，泡在水
里的双腿已经快失去知觉。

此时他突然想到西边还居住着
一位老人，不过去看看心中总是不
安。在路上他遇到了民警胡振兴，胡
振兴知道查玉祥水性不好，对他喊
道：“那边水太深了，你快往回走。”可
是查玉祥担心那户人家，就和胡振兴
彼此搀扶着并肩往前走。暴雨倾盆
而下，水位仍在不断上涨，水流湍急
而浑浊，水下什么情况完全看不清。
突然，他俩脚下一空，一同陷入了深
处，两个人瞬间被水淹没了。等胡振

兴从水中挣扎上来时，却寻不见查玉
祥的身影，年轻的查玉祥被湍急的洪
水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年仅 22 岁，查玉祥就这样穿着
警服走了，留给父母、妻子巨大的悲
痛，而妻子腹中已有了两人的骨肉。

得知查玉祥牺牲的消息后，近千
名群众自发为他送行，锦州市公安局
追授他“五好人民警察”荣誉称号，随
后，查玉祥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女儿出生时，妈妈张凤兰给她取
名查洪烈，寓意“洪水中的英烈”。

1980 年，查洪烈光荣加入警察
队伍。从警 38 年来，遇到困难她总
是迎难而上，从内勤文书到外勤打扒
窃，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她总是巾
帼不让须眉，出色地完成任务，深受
上级和同事称赞。

从 1992 年开始，查洪烈的母亲
和丈夫接连患重病，她将眼泪压在心
底，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支撑全家闯
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查洪烈说，英
雄父亲的大无畏精神一直感染着我，
我把事业和生活上的一切收获都看
作是对父亲的告慰。热爱事业、热爱
生活、不怕困难、顽强拼搏是这个家
庭永远传承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