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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秋收时节，在宽甸县振江镇大青村
青山绿水间，一片粉红的荷兰菊花海让
人流连忘返。“这1亩的荷兰菊，从今年6
月绽放，一直能开到下霜。”丹东市林业
和草原局驻大青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关
鹏说，2017年开始，林草局引进“大青花
海”旅游项目，先后在村里种植格桑花、
黑金菊、荷兰菊和鼠尾草，每年春天至
秋天，这里鲜花盛开，以花为媒，吸引一
批批前来赏花的游客。“这个项目不仅
美化了山村，也正在成为当地百姓的致
富产业，带动50余农户致富。”关鹏说。

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要让农民
富起来，还要让乡村美起来。丹东将
美丽乡村建设与脱贫工作相衔接，在
发展致富产业的同时，集中推进人居
环境治理工作。去年以来，丹东市
委、市政府制定《丹东市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配套制
定《丹东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
施方案》《丹东市“厕所革命”工作实

施方案》《丹东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专项行动方案》《丹东市畜禽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丹东市
2018－2020年度农村改厕实施方案》

《丹东市2019年推进农村污水处理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各县（市）区采取
试点先行，抓点带面，集中开展农村
环境整治工作。

经过一年的努力，目前，丹东各
县（市）区建立“户集、村收、镇运、镇+
县处理”的垃圾收运体系，所有行政
村均建立村屯保洁队伍，各级财政完
善了农村环境卫生运行经费保障机
制。全市投入资金1293万元，集中清
运农村生活垃圾 14 万吨；投入 1237
万余元，排查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
25 处。211 个村完成厕所改造 7116
座，让 2.5 万人受益。建设农村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 6 套，解决城市周边 6
个村污水直排问题。1个乡镇和8个
村创建省级生态村镇，达到河清、街

明、路畅的标准，村镇面貌焕然一新。
与此同时，各级财政研究拟订工程项
目计划，统筹实施道路硬化、村庄亮
化、卫生净化、环境美化、村庄绿化和
管理优化的“六化”工程建设。2018
年，丹东市各级财政投入奖补资金
3260万元，完成建设项目 139个。脱
贫攻坚村屯绿化美化共投入苗木资金
90余万元，完成村路绿化83.5公里。

在凤城市鸡冠山镇宝石山村，村
民孙静站在院子里望着平坦的公路，
心情格外好。“不仅骑车出门免受了
颠簸之苦，就是到村里收蚕茧的商贩
来得也比过去勤了，这真是为咱老百
姓办了大好事啊！”这条路全长 20公
里，连接起凤城市凤山、鸡冠山、宝山
3 个乡镇 8 个村，是当地百姓外出的
必经之路。

要致富，先修路。近年来，丹东
市着力在农村公路建养管运上下功
夫，积极推进“建好、管好、护好、运

营好”农村公路，促进了农村公路协
调发展。去年，丹东新建农村公路
110公里，实现村委会、学校等重要节
点位置 100%通沥青（水泥）路，全面
完成助推精准扶贫任务。今年，将新
建农村公路 100 公里，实现撤并村
100%通硬化路。2020 年，将新建农
村公路 100 公里，实现行政村之间
100%通硬化路，具备条件地区的乡级
公 路 沥 青（水 泥）路 铺 装 率 达 到
100%。结合路网调整，预计到 2020
年丹东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7740.6
公里，全市农村公路网密度达到51公
里/百平方公里，基本构建外通内联、
遍布农村的公路交通网络。

山乡逢盛世，旧貌换新颜。一条
条蜿蜒洁净的乡村公路通村入户，一
排排干净漂亮的民居错落有致，一项
项增收致富的产业生机勃勃……一
幅美丽的新农村画卷在广袤的丹东
大地上徐徐展开。

富了日子 美了村庄

本报讯 日前，丹东市公安局
港务分局、丹东东港海事处、东港渔
港监督联合开展巡航执法行动。

本次巡航执法行动是因休渔期
结束，丹东港大东港区渔业作业船
舶数量大幅增加，为遏制商船、渔船
发生碰撞等交通事故而展开的。巡
航执法行动，对大东港航道、锚地等
港口水域进行巡航检查，先后检查
船舶 8艘，驱离碍航作业渔船 3艘。
在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的同时，维护
海上良好的通航秩序。丹东港引航
站也派出工作人员配合本次联合巡

航执法行动。
在本次巡航检查中，执法人员

向水域船舶发放了《安全告知书》，
宣传安全航行知识，教育船员提高
安全作业意识。通过加大对商船
航行、渔船作业交叉覆盖水域的巡
查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强通航密集
区的通航秩序治理，对检查中发现
的相关船舶违法违规行为由相应
部门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全力保障
水上人民财产安全和交通安全形
势稳定。

刘柏良 本报记者 蔡晓华

开展海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中秋小长假，果园接待了不少外地
游客，燕红桃销售得非常好。”在宽
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河口景区附近
种植燕红桃的果农赵玉国，今年积
极发展“果园+旅游”模式，与景区
合作，根据时令推出踏青赏花、进园
采摘燕红桃、游船赏景等一系列旅
游产品，尝到了延伸果园效益链的
甜头。

河口地区自上世纪 80 年代引
种燕红桃以来，已有30多年的栽培
历史，得益于鸭绿江水域优越的小
气候，燕红桃具有果个大、含糖量
高、口感好、耐贮运、成熟期晚等特
点，深受国内外市场青睐，产品远销
东北各大水果市场以及香港特区、
澳门特区等。近年来，在争取大客

户的同时，当地桃农还利用网络销
售的优势，建立起网络销售平台。
政府也积极引导当地企业开展深加
工，陆续生产出桃汁、桃罐头、桃果
脯深加工产品。一些桃农将种植业
与旅游相结合，打出春季赏花、秋季
摘果招牌吸引游客。

为了做强做大燕红桃产业，
近日河口村还举办了产业文化节
和采摘节，邀请游客前来摘桃、品
桃、比桃，共庆丰收。“我们充分利
用河口的旅游优势，让‘活起来’
的 景 区 带 动 周 边 特 色 农 产 品 销
售。”河口村相关负责人介绍，村
里鼓励景区居民积极投入农产品
宣传推广，拓展销售面，促进农业
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进一步促进
农民增收。

燕红桃成河口村引客招牌

9 月 14 日 18 时 30 分，在鸭绿
江文化亭，丹东市群众艺术馆“红
色文艺轻骑兵”深入基层为广大市
民奉献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盛
宴。演员来自丹东市群众艺术馆
鸭绿江戏友之家艺术团，他们中年
龄最大的已有 90 岁高龄，最小的

也年过六旬。
当晚，演员并没有华美的京剧

扮相，而是穿着平时的衣服，唱着自
己最拿手的京剧选段，与广大市民
共同感受京剧的魅力。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文
于 波 摄

“红色文艺轻骑兵”进基层

为使社区居民进一步了解网络
安全知识，提升居民网络安全意识
和素养，促进健康文明安全上网，9
月16日，丹东市振兴区六道沟街道
举办了网络安全知识讲座。

网络金融管理专业宣讲员为社
区居民讲解网络金融诈骗的常见案例
和如何通过网络操作进行快速止损。
社区民警为居民详细讲解了网络谣言
的社会危害及散布谣言须承担的法律

责任等知识，倡导居民自觉抵制网络
谣言，健康、文明、安全上网。

与此同时，社区还通过党员学
习微信交流群、电子显示屏、网络文
明志愿者积极宣传健康、文明、安全
上网知识，并发布预防网络金融诈
骗安全提示，在社区范围内形成了
良好的宣传氛围。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文
沈 粹 摄

网络安全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9
月16日，辽宁省工商联发布2019辽
宁民营企业百强榜单，辽宁五一八
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辽宁东港电
磁线有限公司、辽宁曙光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凤城市宝山炭素有
限公司、丹东鑫兴炭素有限公司 5
家丹东企业榜上有名。

据悉，此次辽宁民营企业百强

评选对象为在我省登记注册的私
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控股的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且
上一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 5 亿元
以上的企业。此次丹东 5 家上榜
企业分别排在第 20 位、第 37 位、第
46位、第 51位和第 78位，展现出丹
东民营企业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

五家企业成为辽宁民企百强

抓好扶贫产业、实
施危房改造、搞好饮水
安全……一拨接着一
拨建设，一拨接着一拨

收获。3年多来，丹东山乡巨变：
产业壮大了、房子新了、路变平
了、水变清了、乡村变美了、收入
增加了……增收的喜悦吹去了贫
困的阴霾，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

数字最能彰显成就。2016
年以来，丹东坚持精准脱贫方略，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因户施策制定脱贫措施。在精
心设计、强化制度建设的同时，细
化任务，明确责任分工，严抓倒排
工期，实行挂图作战，全力抓好各
项工作措施的落实。截至2018
年底，丹东已实现53112 人脱
贫，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末的
5.78%降至0.16%。贫困地区
生产生活条件和面貌明显改善，
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幸福感有效
提升。今年，全市还有2054人
将于年底前实现脱贫。

丹东时讯SHIXUN

图说 TUSHUO

摘掉穷帽子 过上好日子
——丹东全面推进精准脱贫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蔡晓华

金秋时节，记者在凤城市蓝旗镇
蓝旗村扶贫产业基地看到，蓝莓、草
莓、小西红柿长势喜人。“再有两个月
小西红柿就能上市了。”在标有3号的
温室大棚内，凤城市扶贫开发事务中
心工作人员说，这个棚净面积0.12公
顷，投入资金22.9万元，仅3号、4号棚
就带动贫困户 39 户 90 人稳定脱贫。
2016年，蓝旗镇通过整合贫困户到户
资金，建设扶贫产业基地3个，发展小
浆果种植产业，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234户536人脱贫。到去年底，每户贫
困户累计分红达到600元。

扶贫工作重在增强贫困户的“造
血功能”。产业扶贫是增强贫困地区
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
之计。几年来，丹东各地区依托资源
优势、产业优势，发展符合本地区实际
的特色扶贫产业，确保产业扶贫有效
益、有回报、可持续，争取做到每户贫
困户都有产业项目覆盖。2018年，丹
东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和贫困群众能够
接受的产业项目，同时，积极探索村集
体经济带动下的产业扶贫新模式，采
取“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企业+
基地+贫困户”“村集体+帮扶单位+基

地+贫困户”等“N+1”模式推动产业
扶贫发展。当年，市本级安排1500万
元奖补资金，用于支持建设可为村集
体带来直接收益的资产性项目，稳定
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在 40 个贫
困村发展产业项目80个，带动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7219人，在宽甸满族自治
县建设三产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工程项
目9个。

今年年初以来，丹东继续加快补
齐产业扶贫短板，大力推进项目叠
加、规模壮大、与贫困户利益联结紧
密的扶贫产业，积极推进产业扶贫模

式创新，不断提升产业扶贫项目覆盖
率。各县（市）区积极实施蓝莓、草
莓、小浆果、食用菌等特色农业项目
及乡村旅游、光伏发电等产业扶贫项
目。目前，全市已新落实扶持性产业
项目 50 个，落实扶贫产业项目资金
1063万元，覆盖当年脱贫人口。

一方面用足用好相关政策资金，
一方面下大气力推进扶贫产业项目，
丹东市各地区和各部门合力攻坚，做
到村村有主导产业、户户有增收项
目、人人有脱贫门路，加快形成“一镇
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

扶壮产业 户户增收

“俺这辈子怎么也没想到，还能
住进屋里带厕所的大房子，知足了。”
金秋的一天，坐在新房的炕头上，宽
甸满族自治县双山子镇双山子村村
民于海龙的老母亲喜极而泣。今年5
月，贫困户于海龙申请到危房改造补
助款，丹东市海事局作为帮扶单位捐
助了建筑材料，过去漏雨透风的危房
翻建成宽敞明亮的新房。

做好安居这篇文章，让贫困户的
“忧心”变为安心地过日子，凝心聚力
搞生产、谋发展、创大业——在村“两
委”和驻村干部的帮助下，双山子村像
于海龙家一样进行危房改造的贫困家
庭还有14户，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怀，坚定了致富信心。战洪胜是村
里脱贫的“老大难”，他和老伴儿体弱
多病，生活负担很重。之前住的是年
久失修、低矮的土坯房，冬天漏风，夏
天漏雨。2017 年，驻村干部和村“两
委”帮助他申请补贴，翻建了三间砖瓦
房。这增强了老两口脱贫的信心，他
们在院里养鹅、山上种板栗，当年实现
脱贫。“摘了贫困的帽子，过年吃饺子
都香。”战洪胜高兴地说。

危房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居住在
偏远山区的农户住房难的问题，这项
惠民政策让许许多多的农户搬出“忧
心房”，住进“安心房”。2018年，丹东
市改造D级危房2055户。今年，全市
经核查确认C级、D级危房存量为1180
户，将于10月底前完成全部改造工作。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
2016年以来，丹东不断加大健康、住房、
教育等民生投入，使发展成果惠及贫困
地区。去年，又整合全市各相关单位的

行业政策、技术、资金和人才优势，充
分发挥行业扶贫优势，组建了产业扶
贫、健康扶贫、住房扶贫、教育扶贫、就
业扶贫、社会保障扶贫、旅游扶贫、电
商扶贫、金融扶贫、社会扶贫 10个专
项工作推进组，分别由市级领导担任
组长，构建了全社会各行各业参与扶
贫的大格局，稳步推进“五个一批”精
准扶贫，不断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去年，落实“三个一批”健
康扶贫工程，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开展大病集中救治2136人，开展慢病
签约服务4278人，实施重病兜底保障
56人；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患 9种大病
或 34 种重病住院费用个人实际报销
比例提高到 90%，慢病补偿比例由普
通人群的 70%提高到 80%；农村贫困

人口门诊、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
比例各提高5个百分点，分别达到55%
和80%；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提高农村
贫困人口新农合补偿标准的通知》，将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新农合政
策倾斜补偿范围。

今年，丹东医疗补充保险资金
1103万元全部按时拨付到位，完成全
部5.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城乡基本
医疗保险、新农合住院和门诊数据调
取工作。同时，正在拟定本市医疗补
充保险政策，计划在 9 月底前完成
2018 年度全部理赔工作。在教育扶
贫方面，全市幼儿教育、义务教育阶
段贫困学生“两免一补”政策落实率
100%……为了让农民喝上放心水，丹
东争取水利资金 1.1 亿元，目前已投

资3233万元，建设农村饮水扶贫解困
工程 54 处，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64人饮水问题，辐射受益人口5.5万
多人，全市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
普及率分别达到90%和89%。

对于残疾人、孤寡老人等“无业可
扶、无力脱贫”的特殊人群，只有采取
农村低保等政策性兜底保障和慈善等
帮扶措施，才能解决他们的特殊困
难。这几年，丹东不断提高农村低保
标准，加强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两项
制度有效衔接，实现“双向纳入”，确保
农村低保标准始终高于扶贫标准。去
年，农村低保标准由 4080 元/年提高
到 4356 元/年，切实发挥了低保兜底
保障作用。全市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607户801人新纳入低保保障，农村低
保对象676户890人新纳入建档立卡
范围。加强医疗救助与医疗保险有效
衔接，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按照每人每年
100元标准资助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参加新农合。同时，积极落实贫困
残疾人低保、特困救助、基本医疗等民
生保障政策，推进普惠与特惠政策叠
加。全年投入388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306人，实施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600户，实施种植养殖脱贫项目，扶
持凤城、宽甸、元宝区建档立卡贫困残
疾户242户，为全市2万名低保和低保
边缘户残疾人免费办理意外伤害保
险。今年，丹东未脱贫人口2054人中
已纳入低保224人。通过不断加大农
村低保和特困人员供养提标力度，从7
月 1日起执行新标准，丹东市农村低
保标准提高7.7%，达到4692元/年。

补齐短板 家家乐业

双山子村实施河道护坡工程。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摄

振安区九连城镇窑沟村合作社的社员正在采摘软枣猕猴桃。 宋永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