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现代
化发展和提升农业质量效益与竞争力
的要求，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振
兴的需要。”10 月 29 日，在省政协“推
进辽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月
度协商座谈会上，部分省政协委员、民
主党派成员及专家学者就协商会主题
建言献策。

大家一致认为，我省推进辽西北
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聚焦重点产
业，聚集资源要素，强化创新引领，培
育特色产业，加快融合发展，推动农业
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现代农业发展到今天，结构性问
题已成为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品种
结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
等方面。”沈阳农业大学副校长吕杰建
议，理清发展思路，适应市场需求，优

化品种结构；协调农牧结合，优化生产
结构；促进一二三产融合，优化产业结
构；科学合理布局，优化区域结构，实
现现代农业绿色提质增效，促进乡村
产业振兴。

“依托农业科技创新调整农村产
业结构已成当务之急。”省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史书强建议，在巩固提高传统
优势产业核心技术竞争力的基础上，
探索农业信息技术、物联网、互联网等
先进技术在主导产业中的推广应用，
大力发展数字农业、精准农业和智慧
农业，保障辽西北农业科技支撑体系
高效运行。

高质量产能水平偏低、产业化程
度不高、特色产业优势不突出是辽西
北农村产业发展的短板。对此，齐明
芳委员建议，实施设施农业提档升级

与提质增效，扶持建立一批设施农业
高效生产公益示范园区，推进设施结
构标准化、作物生产规范化、产品品牌
化、经营产业化、管理现代化，提升产
业竞争力。省农业农村厅总畜牧师庄
文发建议，加快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
加强畜产品精深加工业和品牌建设，
加快推进草食畜牧业发展，补齐产业
短板，促进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沈
阳农业大学教授李新华建议，以农产
品加工业发展带动种养业，推动商业
物流，辐射其他行业，促进辽西北农村
产业振兴。

“特色产业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
的有力支撑和强大后劲。”民革成员陈
福生建议，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积极争取资金扶持，创新人才保障和
农技供给方式，探索创建小农户和现

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新模式，加快推进
特色产业发展。

“辽西北生态建设，事关突破辽
西北战略和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深
入实施。”省沙地治理和利用研究所
所长于国庆建议，坚持规划、工程示
范、自然保护先行的原则，建设生态
示范区，推动重点生态工程，完善生
态保障体系。姚彦林委员建议，要对
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优化辽西北
产业发展布局，进而引领辽宁融入京
津冀协同发展。

与会省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认真吸纳大家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加
大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以农产品
加工业为引领，努力推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

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推动农业提档升级
——省政协“推进辽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月度协商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王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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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希望，帮助
孩子完成学业，就是从根本上帮助了
这个家庭。”建昌县素珠营子乡蟒挡坝
村“第一书记”张振贺，探索“互联网+
公益+贫困户”的扶贫模式，蹚出一条
别样的“走基层”之路。

作为葫芦岛传媒集团的一员，张
振贺是个善于“走基层”的记者。

蟒挡坝村有 2800 多口人，705 户
人家中贫困户有 153户。2014年张振
贺刚到任时，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村
民想发展生产既没有钱，也欠缺谋生

手段。
真抓实干才能出成效，多动脑筋

总会有办法。为改变蟒挡坝村乡亲们
的生产生活状况，张振贺多方筹划，在
帮扶单位、社会组织的扶持下，村里建
起了养殖小区，村民养起了牛羊，村集
体经济实现“零”的突破。为了乡亲们
精准脱贫，他更是逐户确定增收办
法。经过在扶贫一线的不懈努力，
2018年年底，蟒挡坝村彻底摘下了“贫
困帽”。

早在 2008 年，张振贺就组建了建

昌县首家民间爱心公益组织——建昌
县阳光爱心团，后来又创建了“辽宁齐
远微爱助学群”，吸引了来自 24 个省
市的上百位爱心人士加入。他努力
探索“互联网+公益+贫困户”的扶贫
模式，至今共帮助建昌县 1200 多名贫
困学生联系了长期资助方，为全县 28
个乡镇的贫困家庭筹集助学金 400 余
万元。

“我要做一颗火种，点燃乡亲们
脱贫的热情，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奔小
康……”靠着勤奋执着，张振贺先后被

评为“辽宁省岗位学雷锋学郭明义标
兵”“葫芦岛好人·时代楷模”，并荣获
省五一劳动奖章。“只要有一个村民不
脱贫，我这副担子就不能卸下。”张振
贺践行着他对乡亲们的承诺，“我也是
农民的儿子，我要以一名党员的初心
和一名驻村干部的担当，实实在在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办好事。”

张振贺的别样“走基层”之路
本报记者 李万东

本报讯 记者孔爱群报道
为贯彻落实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
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解决大型生猪养殖、屠宰加工企
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促进
全省生猪产业转型升级，10月29
日，省政府在沈阳召开全省推进
生猪产业转型升级座谈会。

会上，温氏、牧原、正邦、禾
丰、双汇等11家大型生猪养殖屠
宰企业负责人汇报了发展现状、
困难以及今后的打算。针对企业
提出的用地、融资和对屠宰企业
加强政策支持等问题，相关市政
府分管领导和省（中）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纷纷表态会尽力帮助解

决，推进发展。
会议强调，规模化、标准化养

殖是稳产保供、转型升级的必由
之路，要积极推进生猪养殖项目
建设和投产，加快形成有效产
能。同时带动普通养猪户，推进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要大力发展生猪屠宰加工
业，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养殖屠宰匹配、产销顺畅衔
接。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大扶持
力度，吸引更多企业来辽发展农
产品深加工项目和二三产业融合
项目。

副省长郝春荣出席会议并
讲话。

全省推进生猪产业
转型升级座谈会在沈召开

本报讯 记者李越报道 第
二十一届全国肥料信息交流暨产
品交易会日前在沈阳国际展览中
心举行，我省百余家企事业单位
携千余种产品参展，集中展示了
我省土壤肥料领域的新技术、新
产品、新工艺、新模式。

本届大会共设肥料原料与
产品、新型肥料等 7 个展区，有
效搭建了肥料信息交流平台。
同时展出了我省肥料生产和施
用方面的发展历程。近年来，我
省肥料行业以减量、控量、精施
等科学施肥技术为主线，商品有

机肥产业快速发展，中微量元素
肥料、水溶性肥料、微生物肥料
等开始大范围使用，形成氮肥、
磷肥等品种丰富，用途多样的产
业格局。

据悉，我省组织实施了测土
配方施肥、果菜有机肥替代化肥
等一批重大项目，建立了辽宁省
耕地质量监测大数据库，开发了

“互联网+测土配方施肥”手机定
位指导服务系统，构建了“绿色高
效施肥技术体系”等关键技术，为
全省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省千余种产品
亮相“全国肥料双交会”

（上接第一版）同时制定出台了《辽宁
省新型创新主体建设工作指引》，备案
瞪羚独角兽企业134个、新型研发机构
20 个、大企业平台化 7 个和离岸（域
外）创新中心8个。

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通道。
前三季度，我省制定了《关于开展科技

成果转化政策激励试点的工作方案》
和《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
奖励性后补助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
政策供给。高标准建设东北科技大市
场，东北科技大市场线上网络平台正
式上线，目前已引入 32 家服务机构。
举办“2019年民营企业高校院所行”等

系列对接活动，成立了辽宁省技术转
移机构联盟，构建起可持续的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发展机制。前三季度，全
省落地转化科技成果 2641 项，同比增
长 17%，技术市场登记合同成交额达
到293.9亿元，同比增长20.5%。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省科技厅将继续抓好科技体制
改革、产业技术 创 新 、区 域 创 新 高
地 建 设 等 重 点 工 作 ，在 补 齐 短 板、
做强弱项、突破瓶颈上精准发力，确
保完成年初既定工作任务，推动全省
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科技事业再上
新台阶。

创新引擎更强劲 动能转换加速度

（上接第一版）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建
立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机制。要充分
调动各方积极性，整合优势资源和有

利条件，广泛学习先进地区经验，积极
开展工作试点，确保辽西北地区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扎实推进。

副省长郝春荣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

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扶贫办、省林草局、省供销社，阜新、铁
岭、朝阳市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省政协举行“推进辽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月度协商座谈会

（上接第一版）
指导各子公司与农户签订明

年的托管合同，走访农户帮其卖
粮，去各试验田取样测产……这
个秋天，辽宁万盈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韩卓分外忙碌。从
2013 年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至
今，6 年时间万盈已将服务面积
从800亩发展到12万亩。

“ 同 样 的 苞 米 地 ，农 户 零

散种植，每亩收益也就三四百
元；而规模化种植，农机、农技
使用效率更高。”韩卓打了个形
象的比喻，“一次煮一锅饺子，
比煮一个饺子，投入产出比大
多了。”

土地连成片、农民抱成团，从
“单打独斗”到“握指成拳”，生产
方式、经营模式的大变革，正让农
民更有赚头、更有奔头。

“指头”变“拳头”务农有奔头

（上接第一版）大胆使用表现突出
的干部和一批80后年轻干部；分
别细化100项任务目标和36项具
体政策、246个拟包装项目，制定
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由市级领导
牵头推进政策对接、项目承接；结
合实际谋划地区发展，推进“生态
立市”建设。

本溪市还坚持“小切口解决
大问题”，联系实际调查研究。

市级领导精准确定 28 项课题，
深入企业、乡村，到困难多、矛
盾多的基层单位，面对面听取
意见、研究问题。在深化学习、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思考，
刀 刃 向 内 ，敢 于 亮 剑 ，广 开 言
路。同时，把深入推进整改整治
当成重点，对九大类问题进行深
入排查和纠正，部分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

抓早抓细抓整改 严督实导见成效

灌装、封盖、装箱……10 月 25 日，
锦州市义县城关乡关家屯村一个小工
厂里，张倩手持封口机，从一排包装箱
中间露出头来，汗津津的脸上挂满笑
容：“干一天，平均工资 128元，累点儿
不算啥！”

从前的张倩，可不咋爱笑。
今年 34 岁的张倩，带着年幼的儿

子和父母生活在村里。几年前，父亲
遭遇车祸双腿致残，丧失劳动能力。
为贴补家用，母亲给人做零工，张倩白
天去县城打工，晚上回家，几十公里
路，就这样日夜奔波。

即便如此辛苦，全家生活依然捉
襟见肘，张倩一家成为村里的“边缘贫
困户”。“大伙都想帮衬他们一把，可实

在没啥好招！”说起张倩家当初的艰
难，村书记关书弟唏嘘不已。

关家屯村位于义县县城东南侧，
全村农业人口 2179 人，人均耕地不足
0.7亩，主要农作物是玉米。这里不靠
山不傍水，无风光无特产，发展经济十
分艰难，是名副其实的“空壳村”。

“直到大鹏书记把‘众诚’带来了，
咱们这才有了希望。”关书弟所说的大
鹏书记，指的是驻村“第一书记”、华晨
汽车工程研究院职工王大鹏。

王大鹏是2018年3月上任的。一
进村，他就把发展集体经济、脱贫攻坚
定为自己的“第一要务”。

经过考察，来自汽车行业的王大鹏
将目光锁定在汽车洗护用品上。“针对东

北市场，做一款冬天-30C°至-40C°
也能用的中高档汽车玻璃水，这种产品
起步投资少，生产难度低，利润比较高，
并且容易形成规模。”王大鹏说。

关于企业的发展，王大鹏这样规
划，创业初期由村集体 100%控股，村
集体以固定资产（房屋、设备）及资金
形式入股；第二阶段，公司将调整为集
体混合所有制，村民可入股，按比例分
红并承担风险。

详细的市场分析、清晰的股权结
构、明确的分配制度，当王大鹏将《关
家屯村村集体项目——汽车用品厂可
行性分析报告》摆到村“两委”班子和
乡党委乡政府面前时，立刻得到一致
认可。

大家给公司起名为“锦州众诚汽
车用品有限公司”，产品名为“华途”。
2018 年 7 月 12 日，在鞭炮和村民的欢
呼声中，关家屯村历史上第一家工厂
正式投产。

“项目带动加政策兜底，全村13户
建档立卡户已脱贫 11户，年内计划再
脱贫2户。如今，咱村‘贫困户’稳定脱
贫，‘边缘户’远离贫困边缘，村集体经
济也在发展。”看着产品一箱箱地装车
外运，村主任陈海英乐呵呵地说。

“工厂离我家只有200多米，工作结
束后照顾家人特别方便，收入也比去城
里打工多。听大鹏书记说，干得好的
话，以后我还可能做厂里的股东呢。”憧
憬起美好的未来，张倩的脸上笑意更浓。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如
果什么都靠不上，就得靠脑袋想办法。

王大鹏整天在想，想为关家屯村
找到一条出路，于是就有了汽车用品
公司，有了“华途”牌车用玻璃水，有了
3 年来村集体的第一笔收入。只要心
里装着百姓，带着党性、带着责任、带
着感情去帮助他们，办法总比困难多。

工厂进咱村 打开致富门
本报记者 刘 佳 唐佳丽

——进村入户看脱贫进村入户看脱贫

本报讯 记者董翰博报道
10 月 29 日，沈抚新区举行 2019
年第三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暨总
部基地项目奠基仪式。此次集中
开工重点建设项目31个，总投资
达193.2亿元。

31个项目中，招商引资产业
项目 8 个，总投资 187 亿元，包括
全国驻辽商会总部基地项目、广
东圣丰集团沈抚科技小镇项目
等，涵盖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23 个，总投资 6.2 亿
元，包括新建道路工程3个，民生

保障工程 7 个，基础设施配套项
目13个。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
投产达效，将成为新区建设发展
的支撑力量。

今年以来，沈抚新区坚持产
业强区、项目立区，以核心起步区
建设为重点，全力加大土地、金
融、配套、审批、服务等要素保障，
项目建设全面推进。今年4月和
8 月，新区举办了两批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目前已累计开工
项目181个，总投资909.1亿元。

副省长、沈抚新区党工委书
记陈绿平出席开工仪式。

沈抚新区第三批
31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近几日，在铁岭市西丰县天
德镇桦木村扶贫花卉种植基地
里，艳丽的宝塔木绣球花一朵朵、
一片片盛开，美不胜收。

今年 4 月，桦木村利用 35 万
元产业扶贫资金建起 15 栋花卉
冷棚，并成立了花卉种植合作社，
今年每个大棚经济效益至少可达
3 万元。目前，桦木村实行订单
种植，所有成品花有公司回收，预
计可收入 20 万元，产生效益的
7%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分红。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绣球花开
幸福来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我省从上周六正式进入气象意义
上的冬季，本周末会有新的冷空
气到访，气温将再次下降。

来自省气象局的消息显示，10
月28日我省上空冷暖空气交汇，
导致辽宁中部以东地区出现小雨，
同时许久没有到访的雷电也在局

部地区出现。从周二起至周末，全
省不再受雨雪打扰。29日早晨全
省气温都较低，大部分地区的最低
气温都在5℃以下，北部地区达到
0℃以下，冰冻危害初显。周三起
冷空气撤离辽宁，气温开始升高，
全省最高气温达到 18℃以上，南
部地区会达到20℃以上。

本周末气温将再次下降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10月29日，我省“服务型制造——
服务进千企行动”系列活动在鞍山
市启动。活动旨在鼓励支持制造
企业大胆创新、勇于开拓，以新技
术求发展、以新模式求市场，为辽
宁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服务型制造——服务进千
企行动”系列活动，主要是结合我

省工作实际和企业切实需求，用
点对点、点对面的形式，搭建企业
之间的合作平台、交流平台、学习
平台，切实推进全省的服务型制
造工作扎实有效推进。近年来，
我省服务型制造总体处于加速发
展状态，全省共认定省级服务型
制造示范企业73家、示范项目66
个、示范平台37个。

我省“服务型制造——
服务进千企行动”在鞍山启动

记者感言GAN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