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溪满族自治县成立以来，在城乡建设
工作方面，县委、县政府以全面提升城乡居民
的人居环境为目标，强力推进城市高起点规
划，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加快城乡基础建
设步伐，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工程。

在城市建设规划方面，县委、县政府先后
编制完成了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和城镇化、排
水防涝、地下空间、居民点、宜居乡村等分项
规划，编制完成了新城区开发、老城区改造、

保障性住房、工业园区项目等控制性详细规
划；完成市政基础设施、房地产等100多项建
设项目详细规划。

大力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建设，立足于改
善群众生活条件，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突出生
态建设，大气魄大手笔于青山碧水间勾勒出
灵气飘逸的锦绣和谐之美。

近年来，本溪满族自治县重点建设了县城
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处理场、滨河西路带状
公园、迎宾广场、东北抗联广场、财富广场、县
政务中心广场、观音山公园、香山路工程、政府
路中段改造工程、迎宾路改造工程等重点工
程。同时，全面实施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城
南主电源建设和滨河东路供暖管网跨河工程
和铁路顶管工程。全面调整优化县城内热源
设置，完成县城老旧楼房一户一阀改造。

通过县城绿化建设，县城区域内的绿化
面积逐年扩大，结合县城出入口建设及道路
改造，配套实施绿化景观工程，规范县城主次

干道行道树树种，对道路两侧实施景观绿化
和升级改造。通过县城亮化工程，规范了县
城路灯照明时间，完成了县城道路路灯节能
改造。如今，本溪满族自治县县城已彻底改
变了容颜，碧波荡漾的汤河水、绿草如茵的休
闲广场、似长虹卧波的座座桥梁、华灯璀璨的
大道，无不让人感受到新生活所带来的美好，
无不让人感受到新时代本溪满族自治县蓬勃
发展的嬗变。

本着高标准设计，高起点建设，高质量管
理的原则，县委、县政府继续对小城镇和农村人
居环境优化工作持续发力，给予政策、资金上的
扶持，重点加强田师付、草河口、碱厂等中心镇
建设力度，完善配套设施，持续改善农村环境，
积极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强化生态建设和
污染防治。通过努力，农村一改过去破旧脏乱
的面貌，崭新宽敞的民房，平坦整洁的村组路，
一家一户的无害化厕所，整齐划一的街墙和青
山绿水为邻，构建了新时代农村的绮丽画卷。

城乡建设 从山区小县到现代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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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满族自治县境内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过去 30 年，县委、县政府充分发挥全县
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和区位优势，着力构建
全域、全时、全民、全业的大旅游发展格局，把
旅游业培育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基本实现
了由旅游资源大县向旅游经济强县的跨越。

县委、县政府修编完善了全县旅游产业
发展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强化旅游与
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以及
工业、农业、林业、文化、服务业等相关产业规

划的衔接，以此加快推进旅游产业与社会各
类产业的跨界融合和跨业融合。加快旅游管
理体制改革，推动旅游由事业管理向产业发
展转变，由单一部门向部门综合联动转变。
积极推进景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景区所有
权、管理权、经营权相分离的管理运作模式，
引进有实力、有品牌的战略合作者参与景区
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

通过强化旅游营销，加强与国内外知名
专业旅游策划公司的合作, 包装策划四季特
色旅游产品。精心组织特色旅游节庆活动，
成功举办了“燕东山花节”等特色节庆活动。
积极组织重点旅游企业赴北京、沈阳、大连参
加旅游推介会。关门山、大石湖（老边沟）景
区先后 6 次登上央视《新闻联播》和《新闻直
播间》栏目。

通过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本溪满族
自治县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切实得以保
护。通过着力建设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
内山形地貌、自然景观、生态植被日趋完善，
植被品种、绿化层次日趋丰富，森林覆盖率逐

年上升。优质的自然资源成为全县旅游产业
发展的基础和保证，绿水青山在这里真实地
变成了金山银山。

着重把庙后山远古人类文化、铁刹山道
教文化和满族文化作为最具地域特色的传统
文化元素，增加了山乡旅游的文化味道。这
里还有着丰富的抗联红色旅游资源，通过提
炼抗战精神、挖掘遗址遗迹、设计精品线路、
弘扬抗战文化等举措，积极培育抗联教育资
源，做大做强全县“红色旅游”品牌。如今，本
溪满族自治县已经成为省内外干部群众接受
红色教育的基地。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加快汤沟、温泉寺
温泉开发项目建设，以开发利用优质温泉资
源为依托，形成完整的康养旅游产业体系，打
造省内领先、全国一流的温泉特色旅游集
群。如今，以花溪沐温泉旅游度假区、温泉寺
旅游度假区为主体的温泉康体，以关门山、老
边沟、大石湖为主体的森林避暑，以小市羊
汤、小市一庄特色自制美食为代表的养生特
产正越来越受到游客的青睐。

旅 游 从资源大县到生态强县

本报讯 记者张海浪报道 近年来，本
溪满族自治县委围绕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落
实从严治党要求、推进振兴发展、净化和修
复政治生态等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全力抓
基层打基础，从严选干部配班子，积极聚人
才促振兴，在全县上下营造起了撸起袖子加
油干、万众一心谋发展的良好局面。

固本强基，全面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县委健全完善“三级书记抓党建”责任
体系，坚持党建项目化管理推进机制，建立
169个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实施“领头雁”工
程，加大对党组织书记教育培训力度。坚持

“抓两头带中间”，积极培育农村党员致富带
头人，带动农民增收就业。

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努力造就一
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认
真学习新修订的系列文件，严格落实好干部
标准，全力抓好干部的“选育管用”工作。近
年来，县委累计举办“枫乡大讲堂”32 期，培
训干部1.92万人次，选派50余名优秀年轻干
部到招商、扶贫等部门培养锻炼。

此外，本溪满族自治县还强化人才引育
政策保障，开展“枫乡英才”评选，加大人才
引进力度，组建异地人才工作站，把121名本
县户籍的大学生纳入“归雁计划”。

党建引领
共谋振兴发展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张海浪报道 本溪满族自
治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全面贯彻
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用足、用活、用好国
家赋予民族地区的自主权和各项优惠政策，
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先后制定实施了《本溪满族自治县自治
条例》等 9 部条例，为县域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并获评“辽
宁省法治文化建设示范基地”光荣称号。结
合“七五”普法工作，成立了法治建设委员会，
形成党委领导、政府实施、各部门协调配合、
齐抓共管的领导责任机制。同时，通过召开
专题会议、定期开展各种联合执法检查等举
措，不断推进依法治理进程。充分保障少数
民族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重视少数民
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
得到有效保障。

国家和省、市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优惠政策成为全县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强大助力。仅最近 3 年，本溪满族自治
县累计争取少数民族扶持资金4.4亿元，为县
域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民族区域自治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本报讯 记者张海浪报道 本溪满族自
治县委、县政府按照“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
生之忧”的工作思路，持续加强民生保障。

不断加大就业扶持力度，2018年新增城
镇就业4350人。强化城乡困难群体保障，城
市和农村低保供养标准分别提高了 6%和
10%，全面实施分类救助、临时救助、“救急
难”等保障措施，2018年累计发放低保金、特
困供养金、“救急难”救助金2800万元。投资
1200万元，完成了县养老中心维修改造和清
河城敬老院建设工程。

全县累计投入1200万元，落实产业扶贫
项目229个，完成贫困户危房改造404户，将
符合条件的4394名贫困人口纳入低保范围，
为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新农合”和
大病保险，免除304名贫困学生从学前到高
中阶段全部费用。到2018年底，自治县省级
贫困村全部销号，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从县城到乡镇，从乡镇到村组，实现户户
通电。原本依靠压井挑水的农户用上了干净
清澈的自来水。文化体育事业百花齐放，群
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文明礼仪蔚然成风，
人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

民生保障
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本报讯 记者张海浪报道 本溪满族自
治县委、县政府不断加大教育、卫生、文化领
域投入力度，社会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人
民群众的生活实现由温饱不足向全面小康迈
进的历史性转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
高，2018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
实现2.46万元、1.545万元，同比增长6%、6.5%。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加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建成田师付、山城子民族文化产业
园，收集整理非遗项目39项，成功申报了以本
溪社火为代表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以太平秧歌为代表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以本溪田永光根雕技艺为代表的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以本溪民间剪纸
为代表的县级非遗保护项目。

县委、县政府逐年增加基础教育投入，促
进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近3年累计投入
1.5亿元，用于对幼儿园、实验小学、教师进修
学院的改扩建。

此外，累计投资 1.4 亿元，新建 1 所中心
医院、改扩建了中医院与4所乡镇卫生院，建
成县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完成了 117 个标准
化村卫生室的建设任务。

社会事业
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

1989年9月7日，
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本溪
县，成立本溪满族自治
县，至今已30年。

这30年，见证了“大锅饭”厂
矿企业向现代化工业集群的磅礴
崛起，见证了结构单一的小农经济
向现代化农业的华丽转身，见证了
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小县向车水马
龙现代化县城的美丽嬗变。

这30年，县委、县政府历届
领导班子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
心，紧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带领
全县干部群众，乘着改革开放的
东风，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
策，抢抓机遇，锐意进取，实现了
全县经济社会的稳步、快速、高质
量发展。

这30年，本溪满族自治县综
合实力显著攀升。2018年，全县
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37.2亿元，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7.44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实现38.2亿元，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58.4亿
元。在本溪市各县区中，成为经济
发展的排头兵。在全省44个县
（市）中，由30年前的下游位置，追
赶到现在的中上游水平。

而今，30万满乡儿女在县委、
县政府的团结带领下，正意气风
发、昂首迈进新时代，朝着工业强
县、文旅兴县、生态立县的发展目
标，阔步前行！

本溪满族自治县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历
史悠久，产业基础深厚，发展潜力巨大。上世
纪90年代中后期，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轨的特殊时期，陈旧的生产经营模式、落后
的生产工艺设备、缺乏市场竞争的经营意识

和低端产品成了县内工业经济发展的桎梏，
造成企业发展滞后，工业经济亏损。在这样
的情势下，本溪满族自治县的工业企业改革
开始了艰难曲折的跋涉之路。县委、县政府从
县情出发，因地制宜，开展了产权制度改革，倾力
扶持县内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对无法自身造血
的落后企业，采取企业破产转制一步到位的改
革措施，使县内大多数企业重新焕发生机。

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当下日趋激烈的
市场竞争，县委、县政府拿出滚石上山、壮士
断腕的决心和勇气，不断推动存量升级、增量
转型。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生态环
境，大力推进“人参铁”加工与汽车零部件、玻
璃制品与耐火材料、农产品与生物制药、新能
源与微电子四大板块产业发展。经过坚持不

懈的努力，全县工业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工业
企业运行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2018年，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实现 63.1亿元，同比增长
10.3%。全年共生产铁精粉145万吨，优质生
铁50万吨，实现产值17.5亿元，再次获评“中
国优质铸造生铁基地”。汽车零部件产业实
现产值 8亿元，玻璃制品产业实现产值 21亿
元，出口创汇3000万美元。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把加快新型工业化
发展步伐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
坚持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提质增效为核心，
着力巩固“人参铁”产业支柱地位，优化非矿产
业发展，构建新型工业体系。对于四野铁矿、
偏岭一选等传统采选类企业，积极引导其进行
技术革新，通过更新工艺和技术等方式，让过

去粗放的采选产业向精细、集约、高效发展。
对于华岳精工等机加制造企业，一方面引导扶
持其有计划地更新优质生产线，一方面通过对
接、招商等形式，助其尽快完成产业链条构建，
实现产销对接。对于玻璃制品产业，则通过联
盟发展和协同发展，丰富下游企业数量。

在推进工作中，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不
定期走进企业开展现场办公，副县级以上领
导干部包保企业项目，为企业项目配齐“管
家”“保姆”，园区、规划、环保、财政、电力等相
关部门，采取每日调度、持续跟进、明确节点、
并联审批等工作措施，全程跟踪服务，开启绿
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2018 年，签约落地项目 38 个，引进国内资金
44.4亿元，同比增长24%。

工 业 从工艺落后到提质增效

回望30年 HUIWANG

物阜民丰新满乡
——写在本溪满族自治县成立三十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张海浪

县委、县政府全力兴农，出台惠农政策，
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切实把广大农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

农机自动化普及程度逐年提高，截至目
前，全县农机总动力已经达到18万千瓦，玉
米和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接近七
成，拥有各类农机总量1.5万台。

本溪满族自治县依托资源优势，在确保
粮食稳定发展的同时，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指导农民树生态旗、打绿色牌、走特色
路。重点扶持、打造资源比较优势大、产业
链条延伸长、市场发展前景好、示范带动作
用强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以中药材“一县
一业”省级示范县为平台，实现中药材产业
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展，同时寻求科技支
撑，提升本县中药材精深加工潜力，做大做
强中药材产业。

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规模生产等
方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绿色、特色
农业发展。一个个极具发展潜力的特色产
业蓬勃兴起，形成了中药材、食用菌、软枣、猕
猴桃等特色产业。如今，全县特色农林产品
经营单位发展到150多家，生产销售各类商
品15大类、190多种，武兴农牧场出产的优质
小杂粮成功打入北美市场。该县成为东北
地区第一个南方蔬菜专业生产基地。

2014年，本溪满族自治县被当时的农
业部和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县”。县委、县政府抓住这一
契机，加快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重点
推进13个采摘园、观赏园、垂钓园和农业公
园建设。

2018年，全县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实现17
亿元，同比增长3%。农事龙头企业实现销售
收入8亿元，实现农业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7%以上。

农 业

从创品牌到强品牌

德科斯米尔公司生产车间内景。 侯少刚 摄

本溪满族自治县县城全景。 李 巍 摄

花溪沐温泉酒店的无边泳池。 丁 宁 摄

开展产权制度改革，倾力扶持县内
骨干企业做大做强。

发展“人参铁”加工与汽车零部
件、玻璃制品与耐火材料、农产品与生物
制药、新能源与微电子四大板块产业。

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提质增效
为核心，优化非矿产业发展，构建新型
工业体系。

在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同
时，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指导农民
树生态旗、打绿色牌、走特色路。

加快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
重点推进 13 个采摘园、观赏园、垂钓
园和农业公园建设。

修编完善全县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
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加快推进旅游产业与
社会各类产业的跨界融合和跨业融合。

建设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内山
形地貌日趋完善，植被品种日趋丰富，森
林覆盖率逐年上升。

以优质温泉资源为依托，形成完整
的康养旅游产业体系，打造省内领先、全
国一流的温泉特色旅游集群。

实施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供暖管
网跨河工程和铁路顶管工程，完成县城
老旧楼房供暖一户一阀改造。

实施绿化景观工程，对道路两侧实
施景观绿化和升级改造；实施亮化工程，
完成县城道路路灯节能改造。

加大小城镇和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工
作力度，完善配套设施，改善农村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