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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的暖阳张开臂膀，将凤城
的山川、田野温柔地揽入怀中。在
蓝旗镇蓝旗村18组的山坡上，比朝
阳更早醒来的是一片桃林的主人黄
春梅，这名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如今活出了朝气蓬勃的精气神儿。

本该“猫冬”的季节，黄春梅却
每天上山剪枝、看护，围着桃树忙得
团团转。“去年这片桃园就开始见果
了，算算账，赚了两三千元。”黄春梅
掰着手指跟记者细数，“眼下到年底
了，卖桃钱、低保钱、教育扶持资金，
还有俺们镇、村给贫困户的分红钱，
都拿到手了。算算这一年的收入，
有两万多元，能好好过个年了！”

“家里的年货置办得差不多
了，闺女的新衣裳也买完了。”如今

的好年景，是几年前的黄春梅想都
不敢想的。跟女儿相依为命的黄
春梅，以前唯一的收入来自养的十
几只母鸡。“2014 年，家里的鸡染
上传染病全死了，俺的眼泪哗哗
地流，最困难的时候，连女儿每天
1元钱的伙食费都交不起。”

“扶贫干部给俺送来了教育扶
持资金。女儿上学的问题解决了，
家里的生活负担减轻了不少。”黄
春梅长舒一口气。脱贫致富终究
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
来实现。考虑到黄春梅尚有劳动
能力且家中有山地，帮扶责任人帮
助她发展栽种了 0.67公顷桃树。“5
年后，果树进入盛果期，估计每年
有 10万元收入，那时候，生活会更

好。”黄春梅腼腆地笑着。
最让黄春梅感到生活有依靠

的是镇里的扶贫产业项目。跟
着蓝旗镇扶贫办主任董荣军走
进扶贫大棚，只见满眼葱郁，凤
城市永祥小浆果合作社负责人
王永祥正在大棚里忙着检查果
实的成熟情况。

董荣军说，4 年来，蓝旗镇累
计集中使用扶持资金 88.88 万元，
从合作社购置了 7 栋高标准温室
大棚，出租用于贫困户分红，建起
蓝旗镇产业扶贫项目基地，形成

“合作社+贫困户”的可持续发展
模式。到 2019 年，累计为全镇贫
困户发放分红款 30.04万元。

听说今年镇里计划再投入

56.4万元购置 4栋温室大棚，黄春
梅觉得更有底气了。“我现在已经
脱贫，党的这些优惠政策让我感觉
更有奔头了。”手里有了余钱的黄
春梅，筹划着过了春节也弄个温室
大棚种植小浆果，可她算算启动资
金，觉得还是不够。

“我们可以帮你申请每年 5万
元的政府贴息扶贫小额贷款。”凤城
市和蓝旗镇的扶贫干部当场给她出
谋划策。“这下妥了，资金问题解决
了，俺过了春节就开建。”黄春梅越
说越兴奋，“加上6月份俺闺女考大
学、8月份桃子大丰收，今年俺家可
就是‘三喜临门’了！”昔日的寒门再
不见愁苦泪水，憧憬未来好日子的
欢声笑语满屋洋溢。

算算年收入 过个富足年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本报讯 记者 1月 16日获悉，沈
阳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平台创办至今，
关注人数超过 10.86 万人，总阅读数
达 400 余万人次，关注数、阅读量和
活跃度等指标在同类公众平台中居
全国前列、全省领先。

积极适应新时代的传播特色，沈
阳市直机关工委坚持守正创新，不断
探索“党建+互联网”工作模式，全力
打造多媒体宣传平台，构筑宣传主流
价值，连接党心民心，引领道德风尚。

沈阳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平台创
建于 2016 年 2 月，设置党建聚焦、机
关建设、互动平台 3个板块和 15个子

栏目，及时发布中央和省、市重大决
策部署，宣传各基层单位的生动实
践，展示党员干部的先进事迹和时代
风采。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平台开设
党建论坛，为党员干部建言献策开辟
渠道；策划组织“最美风景线、一起优
环境微视频展播”等活动，赢得了党
员干部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

据了解，下一步，平台将向集宣
传、学习、互动、服务、资源于一体的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多功能综合服务
平台方向迈进，努力成为广大党员不
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刘芮含 本报记者 金晓玲

沈阳机关党建微平台活跃度
居全国前列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日前，
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管委会、大
连市金融发展局与大连港毅都冷链
有限公司、首农供应链（大连）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四方将依托大
窑湾保税港区的区位优势和政策功
能优势，共同建设东北亚香蕉交易中
心，这是东北首个香蕉交易平台。

香蕉一直是我国水果消费的大
宗商品，每年进口量在 200 万吨左
右，其中 1/3 以上的进口香蕉在大
连大窑湾口岸进境。东北亚香蕉交
易中心的开建，是大连片区打造东
北亚冷链产品交易平台的重要开
端，将加速大连片区从传统的物流
分拨中心向贸易和金融中心以及冷
链物流从传统仓储物流向价值链高
端迈进。

按照协议，大连片区管委会负
责监管东北亚香蕉交易中心的日常
运行，并根据需要，出台或争取上级
部门的扶持政策及资金支持，防范
化解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积极开
展风险处置。大连市金融发展局为
东北亚香蕉交易中心的建设提供政
策支持、业务指导以及其他地区的
先进经验。

大连港毅都冷链有限公司、首
农供应链（大连）有限公司负责搭建
香蕉线上交易平台，建立完善专业
化香蕉检验检测设施，建立、引领未
来香蕉贸易产业发展的现代化物流
储运设施，并充分利用行业领先地
位，引进香蕉交易中心贸易主体，吸
引买卖双方上线交易，扩大市场交
易额。

东北亚香蕉交易中心
在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开建

1月14日，小年将至。调兵山
市兀术街街道施荒地村的大棚养
猪专业户李浩吉家里收拾得干干
净净，墙上是新贴的“鲤鱼跃龙门”
年画，前两天到银行存卖猪钱，银
行赠送的挂历也挂上了，新买的数
字电视还没拆封。这些物品中，李
浩吉最喜欢的还是桌子上那几本
农科书籍，他说，这是村书屋图书
管理员送给他的特殊年货。

扶贫先扶智。近年来，调兵
山市大力推动农村书屋建设，让
先进文化进农家。通过文化扶
贫、知识扶贫，让农民通过自我提
升走上致富路，成长为新时代的
新型农民。

李浩吉就是农村书屋的受益
者。说起脱贫致富的经历，他为施
荒地村书屋竖起了大拇指。“俺老
家在山东，20 岁出头就来到调兵
山，那时真是一贫如洗，只能勉强
维持生活。”6年前，李浩吉开始搞

大棚养殖。“俺两口子没啥文化，只
好没事就往书屋钻，俺一定要通过
学文化、学技术改变命运。”

随手抓起一把饲料，李浩吉
俨然一名“土专家”。“这就是俺对

照书本自己拌的混合料，里面以
豆饼、米糠为主，每公斤比普通饲
料省六七毛钱成本，而且育肥快，
猪肉吃起来也香。”

成立合作社，开辟多种增收

渠道，这几年，施荒地村百姓的日
子越来越好。先富带后富，邻里
互相帮衬是关键。李浩吉说，前
院的陈雷就是榜样。“俺就是受他
的影响才迷上农村书屋，懂得了
科技致富。”

陈雷从事大棚种植有些年
了，从种蔬菜到种草莓，吃过不少
苦头，最后在书屋里找到了门道
儿，开始发展高品质草莓种植。
目前，他家两棚草莓每年有十几
万元收入。

随后，记者和李浩吉来到施
荒地村村委会。尽管室外天寒地
冻，可村书屋里却暖意洋洋，几名
村民正专心地“ 啃”书本、学知
识。农村书屋让村民学到了技
能，增强了脱贫致富的本领。据
悉，目前，调兵山市34个村都建起
了这样的书屋。闲暇时间去“充
充电”，农村书屋让当地农民脱贫
奔小康的劲头更足了。

“俺一定要通过学技术改变命运”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文并摄

本报讯 1 月 10 日，“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暨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 2020年“3570”文化惠民共产
党员先锋工程在阜新县阜新镇公官
营子村文化广场启动，文化、医疗和
科技工作者为公官营子村村民送去
精神食粮。

此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文化工
作者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精准对接
基层需求。启动仪式后，各小分队将
奔赴各乡镇展开订单式服务，了解百
姓需求、呼应百姓期盼，真正做到为

民、惠民、乐民。
阜新县“3570”共产党员先锋工

程是一项文化惠民工程，自 2005 年
开始实施，至今已有16年，累计演出
1000余场次，观众超过80万人次，实
现了全县 382 个行政村全覆盖。如
今，该工程已提档升级，从最初的送
文艺演出升级到义诊、法治宣传、送
农业科技下乡、送图书、送健康、送春
联等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满足了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王子奇 本报记者 年旭春

阜新县启动“文化进万家”活动

施荒地村书屋成了村民提高农业技能的“加油站”。

建设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区
——朝阳市双塔区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核心
提示

2019年，朝阳市双塔区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稳
中求进总基调，以“重实干、强执
行、抓落实”专项行动为抓手，深
入实施开放合作战略暨“161”
工程，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砥砺
奋进，攻坚克难，经济稳中有进，
社会和谐稳定。预计2019年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1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7%。

找差距抓落实
解决民生难点痛点

双塔区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科学
制定“1+1+5”方案，全区 663 个党组
织、16536名党员边学习边抓整改，人
民群众感受到身边的变化，经济发展
取得新成效，从严治党展现新气象。

全区各级班子成员深入基层，形
成调研报告 450 篇、整改问题 8153
个。开展“七集中七回应”专项行
动，以“小切口”解决民生堵点、难
点、痛点问题327个。特别是梳理群
众住房“办证难”、老旧小区、拖欠社
区办公用房、“天眼”覆盖率低、教师
编制不足等表现在基层、“根子”在
上面的八大问题，市区联动，合力解
决。狠抓“8+2”专项整治，407 项任
务整改率 98.5%，制定 97 项固根本、
管长远的长效机制，极大地激发了
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积极性。

抓项目、稳增长
积极融入开放合作大局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意识，2019
年实现开复工项目 101 个，总投资
185.8亿元。新都黄金、中央公园、温馨
家园养生谷等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
设。聚焦京津冀，坚持区级领导带头招
商、全员招商，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招
商活动200余次，全年主攻京津冀招商
储备项目178个，京津冀落地开工项目
41个，引进域外资金18.16亿元。大力
发展“飞地经济”，上报“飞地项目”52
个，计划总投资44.7亿元，乡（镇）街落
地项目实现全覆盖。围绕基础设施、社
会事业和重点项目，申报突破辽西北、

“飞地经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央
专项项目30个，争取全口径到位资金
12亿元。

抓调整、促升级
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5
个、现代农业创业基地9个。省、市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达到18家，华
兴粮食申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工业经济扩量提质，全口径工业
总产值预计实现 54 亿元，同比增长
6%。总投资10.3亿元的新都黄金搬
迁改造项目全部开工，力争今年11月
份投产。总投资7亿元的国药医疗器
械产业园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总投
资 2.49 亿元的年产万吨高品质海绵
钛异地搬迁建设项目即将竣工投
产。航天朝阳电源被航天长峰全额
收购获证监会核准批复，成为上市公
司全资子公司。实施老企业转型升
级对外合资合作项目43个，完成投资
33.4亿元。

第三产业稳中有升，第三产业增
加值预计实现117亿元，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 78%。盛京银行、邮储银行、
葫芦岛农商行在双塔区增设分支机
构，金融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医养

结合、名品体验、远程诊疗、温泉康
养等新业态新模式落地生根，有效
助推服务业提档升级。凤凰山对外
合资合作实现历史性突破，与银泰
文旅集团达成了总投资24亿元的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总投资30亿元的
双塔智慧物流中心一期占地 235 亩
已获省政府批复，各项前期工作积
极推进。

抓改革、促创新
经济发展活力持续激发

营商环境建设不断优化，深化
“放管服”和“一网一门一次”改革，
“一网”可办率达到 91%，105 个高频
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对 101 个
500 万元以上在建项目，所有规模以
上、限额以上企业全部落实“项目管
家”；重点领域改革扎实推进，严格
落实“增量返还”和“飞地经济”政

策，兑现 4 个乡镇政策返还资金 815
万元。4 个乡镇土地确权顺利通过
省级验收，确权登记颁证实现应颁
尽颁；创新创造能力逐步增强，大力
推进“大学进园区进企业”工程，实
现落地转化科技成果 21 项，新增高
新技术企业5家，新建省级研发服务
平台 2 家，柔性引进科技创新人才
236 人。全市首个东北大学专家工
作站在新都黄金正式挂牌，多元合
金铸造技术中心获评为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

抓生态、强管理
城乡环境明显改善

生态质量不断提高，中央环保
督察和“回头看”反馈交办案件办结
率达到 100%。淘汰建成区和工业
园区 10 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69 台。
全区河流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

标准比例达 83.3%以上，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 3750 亩。深入开展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工作，实施绿化 3535
亩；城乡面貌有效提升，房地产新开
工面积 72 万平方米，改造农村危房
277 户，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39.1 公
里，“一事一议”村内户外道路 30 公
里，慕容大桥顺利建成通车。深入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农村
无害化卫生户厕改造，打造省级美
丽示范村 1 个、市级美丽示范村 2
个、整洁村 23 个；城乡管理更加精
细，大力推进拆违建绿和违建别墅
清理整治，拆除城乡违建 7.4 万平方
米，拆除凤凰山、兰凌水泥等违建别
墅 5198 平方米，恢复土地面积 16 万
平方米。配合市综合执法部门有效
拆除玫瑰家园二期、燕都花园等 22
个小区违法建筑4000平方米。环卫
管理权限实现顺利交接，市环境集
团全部接管运行。

抓民生、增福祉
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升

脱贫攻坚扎实推进，投入专项资
金2343.8万元，争取市捐赠资金1000
万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25个，覆盖
率达到200%以上，实现贫困人口稳定
增收。投入区级资金220万元，完善
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7个贫困村销
号，1989名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民
生保障不断增强，城乡低保动态管理、
规范运行，全年发放低保金、残疾人员
两项补贴5700万元。社区建设能力
显著提高，“怡盛园社区工作法”被评
为全省优秀社区工作法。城镇新增就
业3140人，登记失业率3.19%。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全覆盖和

“五有”目标，发放各类优抚资金1604
万元；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投入资金
1643万元加快中小学建设，办学条件
进一步改善。投入资金180万元，对
22个农村学校、500名教师实施农村
教师差异化补助政策。全面落实从业
人员免费体检政策，分级诊疗区域内
就诊率高于90%；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持续推进安全风险分级和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深
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黑社会
组织团伙、恶势力犯罪集团给予有效
打击。狠抓信访减存控增，2019年省
级台账案件化解率97.6%。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为

“十四五”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 斗 目 标 奠 定 基 础 的 关 键 之 年 。
双塔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朝阳
市委十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坚决贯
彻“稳中求进”总基调，全力实施市
委“四大战略”，全面推进“1+10”目
标任务，突出抓好现代服务业，大力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都市农业，统
筹推进城乡建设，坚决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打造景城融
合、产城融合、绿色生态、宜居宜业
的现代化城区。

徐冉东 孙国强

大凌河朝阳城区段。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