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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4 月 14 日，记者来到义县城关街道前
窑村巾帼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草莓种植基
地。刚刚走进合作社的温棚，一股清香扑
鼻而来，一朵朵奶白色的草莓花竞相绽放，
红彤彤的草莓点缀其间，巾帼蔬菜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乔旭红正带领游客采摘。她向
游客介绍说：“这些草莓是奶油味的，那些
是巧克力味的，大家尝尝味道咋样？”

2015年，在前窑村党支部的带领下，采
取“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巾帼蔬
菜专业合作社发展起草莓种植，如今已经
有了8栋草莓种植大棚。“在这里打工，不仅
实现家门口就业，还能学到草莓种植知

识。”已经脱贫的村民周玉芳高兴地说，这
里已经成为她和家人致富的希望。

通过推行“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
运营模式，义县精准吸纳贫困人口进社务
工，激活群众内生动力，探索出“送岗上门”
就近就地就业的扶贫模式，既促进了村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又帮助村民增收致富。

为了确保农民进一步增收，带动农
村经济不断持续发展，义县还着眼夯实
脱贫攻坚的中坚力量，大胆起用既有新
办法又有“宽肩膀”的优秀“第一书记”、
年轻干部，将 645 名素质高、能力强的带
头人选拔进入村干部队伍，占村干部的

90%。同时，义县开展“三聚焦三规范”
活动，新建和改扩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207 个，选树标兵村党支部 155 个，整顿
转化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103 个。过去，郜
家沟村是让领导头疼、群众窝心的软弱
涣散村，通过整顿，村班子凝聚力、战斗
力显著提升，当年带动 23 户、64 人实现整
村脱贫。截至目前，全县派驻干部累计帮
助协调解决各类资金 2.3 亿元，发展养殖
项目 69 个、种植项目 60 个，工业项目 18
个、服务业项目 9 个，帮助修路 817 公里、
修方塘42个、打井346口，为义县脱贫攻坚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党建撑起致富伞 645名带头人进农村

本报讯 记者高华庚报道 “锦州市
自然资源局采用‘容缺’办理机制，仅用2小
时就完成了中心的5个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审批，确保了项目顺利报批。”4 月 15
日，辽宁锦州区域集中救治中心项目建设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说。

近日，锦州市自然资源局创新推出多项
用地保障政策措施，尤其是“容缺”办理审批
事项，全力以赴为企业抢时间、赶进度、保生
产，赢得群众赞誉。

疫情防控期间，锦州市对建设项目用地

审核、预审和规划选址审核涉及的各类保护
区核实、林地审核、草地审核、社保审核、征
地补偿资金和新增费是否到账等暂不作为
用地申报的前置条件，实行容缺受理，同步
开展审查工作，待上述事项审核通过、各项
资金到位后即可下达批复。

锦州市对疫情防控建设项目，在不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不占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乡镇)总体规划禁止建
设区的前提下，可视作对选址有特殊需要的
建设项目，按符合规划先行办理相关手续，

相关项目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锦州市优先保障疫情防控建设项目和

省、市政府重点项目用地，涉及新增建设用地
的，用地指标统筹解决；对疫情防控建设项
目，项目建设用地规划审批全部网上办理，待
疫情结束后再报送纸质申报材料。

在项目用地规划审批中，锦州市根据防
控需要，开展网上联审、影像比对、提供现场
照片，必要时使用无人机现场查勘等方式审
核，暂时取消永久基本农田占用和补划实地
踏勘论证等户外要求。

疫情防控期间，锦州市采取审批事项网
上办、马上办、简化办、就近办、帮代办、一次
办，网上预审、预约排队、邮寄送达等方式，
将原来需要到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提交的书
面材料实行简化程序，只需通过网上、微信、
邮寄等方式提交材料即可。积极开通审批
绿色通道，疫情防控期间针对企业的所有审
批事项，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开通
网上和电话专人线上业务指导服务，一对一
帮助企业解答问题，填写各种表单，指导网
上录入，及时办理各种许可和证照。

“容缺”审批提速企业复工复产

4月 15日凌晨 4时多，北镇市窟窿台蔬
菜批发市场内逐渐热闹起来，四面八方的蔬
菜被运送到这里，在这里细分交易、重新打
散再配货，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这天一早，北镇市中安镇宋台村菜农许
宝峰开着三轮车拉着800公斤茄子，来到窟
窿台蔬菜批发市场销售。他拿出手机，在系
统中查找茄子的行情，很快，交易价格、交
易量等信息全部显示出来。随后，他又在
手机上寻找买家、收款、交货，整个交易过程
十分流畅。“电商平台上线以来，我们通过手
机把蔬菜卖给价钱高的货站，不会再出现蔬
菜丰产丰收却卖不上好价钱的现象。”许宝
峰说道。据了解，许宝峰家7个蔬菜大棚过
去每年可收入 18 万元，现在通过电商平台
进行销售，每年能收入近25万元，效益增加

了约35%。
北镇是中国北方重要的设施蔬菜生产

基地，拥有蔬菜种植面积9200公顷，日产鲜
菜3500吨，95%以上可实现对外供应。2019
年8月，北镇市通过“万家农批”APP，将传统
的蔬菜交易模式转化为线上交易模式，为蔬
菜种植户和采购商创造更多的交易机会，撮
合买卖双方快速达成交易。

蔬菜经纪人李少华，已在窟窿台蔬菜
批发市场经营蔬菜批发20多年。“过去菜农
来到市场卖菜，由于对市场行情不了解，蔬
菜价格常常卖得不理想。有了电商平台，
菜农可以直接把蔬菜卖到全国 300 多个大
中城市的蔬菜货站中。”李少华说。从被动
选择到主动选择，这样的反转，增加了菜农
的收入，也提高了他们扣棚种菜的积极性，

据统计，北镇市今年新增棚菜种植面积达
140公顷。

不仅如此，窟窿台蔬菜批发市场的电商
平台还在疫情防控期间起到了大作用。今
年受疫情影响，北镇的蔬菜销售不畅。窟窿
台蔬菜批发市场利用“万家农批”APP 线上
整合需求资源，重新建立销售渠道，积极寻
求更多的商家合作。同时，北镇市防控指挥
部统一协调，为蔬菜运输车辆开通绿色通
道，通过有效运作，实现了“线上下单+线下
配送”，避免了人员聚集等问题。

通过网络销售，北镇农民的蔬菜不但没
有滞销，销量反而比去年同期略有提高。疫
情防控期间，“万家农批”APP实现蔬菜销售
6000单，交易量3.5万吨，交易额8000万元，
确保了蔬菜产品的有效供给。

从“面对面”交易到“屏对屏”买卖

北镇蔬菜搭乘电商快车销往全国
陆 爽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锦州市高度重
视民营企业复工复产，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加
快恢复正常市场秩序，推出了“春锦计划”“双千
工程”等一系列举措。近日，锦州市通过召开各
商（协）会会长座谈会、深入企业调研等形式，将
政策宣传到商会组织、民营企业当中，提升政策
知晓率，让更多的民营企业用好用活扶持政策。

锦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双容双服”“春锦计
划”“双千工程”“地工兴锦”等一系列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的举措，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推
动民营企业复工复产。锦州市委统战部、工商
联密切联系民营企业，开展走访调研，送政策红
利进企业，并出台《锦州市工商联关于加强新时
代民营经济工作实施方案》《锦州市工商联助推

“个转企、小升规、规升巨”工作实施方案》，推动
全市民营经济发展。

锦州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积极鼓励、引导和支持商会
加快发展，为商（协）会开展工作和民营经济发
展创造条件。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锦州各
商（协）会积极引导会员企业参与“春锦计划”

“双千工程”。各商（协）会积极推进非公企业党
建工作，建立健全网格化机制。

走访调研
送政策红利进企业

本报讯 4 月 15 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徐女士在自己公司打印了一份中澳
原产地证书，她告诉记者：“现在真方便，在家点
点鼠标就可完成证书打印，避免了人员接触，节
省了人力和时间。”

原产地证被称为“纸黄金”，出口企业可凭
证书获得进口国关税减免。疫情防控期间，锦
州海关实施“零接触”签发原产地证书，积极指
导企业开展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企业足不出
户就可以在自己办公室打印证书。减少企业工
作人员现场跑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减少疫情
对企业的影响。

锦州海关对没有实现自助打印功能的企业
推出了“快递签”“代理签”“预留签”等便捷签证
举措，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聚集。此外，锦州海
关还通过 12360 热线、原产地证业务交流微信
群、线上指导等方式受理企业咨询，及时为企业
答疑解惑；节假日期间，推出预约签证服务，保
障企业顺利通关，竭尽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锦州海关共签发原
产地证书290份，签证金额22592万元。

贾 克 本报记者 崔 治

“零接触”办理
签发原产地证书290份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4 月 15 日，义县
干部走进直播间推销家乡特产京白梨，观众纷
纷下单购买，成交额迅速上升。据了解，为解决
农产品滞销问题，连日来，义县通过县长带货、
政务上门、网红直播、电商收购等方式，牢牢守
护了农民的“钱袋子”。

疫情防控期间，义县干部走进网络直播间，
化身农产品“代言人”，向全国各地的网友介绍
义县优质农产品，分享产品背后的扶贫故事，助
推农产品线上销售。4月 15日，义县通过拍摄
宣传片、短视频播发和节目公众号推广等方式，
帮助瓦子峪镇五间房村销售滞销京白梨 30 万
公斤，解决果农的燃眉之急。

线上线下齐头并进，党员干部共渡难关。
义县广大党员干部纷纷下沉一线，对受疫情影
响出现滞销的农产品进行摸排统计，制定应
急销售方案，落实保障措施，搭建产销平台，
并协调公安、交通、路政等相关部门，为果农
打通绿色通道，切实保障市场供应和农产品正
常销售。

截至目前，全县农产品滞销状况已有明显
好转，农业生产经营正在逐步恢复正常，农超对
接、电子商务等渠道进一步拓展，切实保障了农
民利益，为义县社会经济平稳有序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县长直播带货
为农产品找到新销路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今年是锦州市
“个转企”质量提升年。4月15日，记者了解到，
锦州正通过建立转企培育库、落实扶持政策、设
立绿色通道等办法推进“个转企”工作，今年将
帮助800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

如今锦州正在统筹“一县一业”“一园一区”
“一镇一品”的发展格局，以县区为单位确定转
型升级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建立转企培育库。
坚持定点联系制度，对已经确定的培育对象，明
确一名干部进行跟踪联系，主动协调相关部门
为其办理转型升级相关手续。

锦州推动扶持政策的落地，明确扶持政策
落实的责任部门，压紧压实政策，落实主体责
任。锦州在行政审批服务大厅设立“个转企”绿
色通道，指定专人提供协同代办服务。同时坚
持与“百亿送贷行动”紧密融合，开展“送贷助转
型”主题活动，助力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缓解融资
难问题。

坚持与辽宁小微企业名录系统建设紧密融
合，依托“特色小微企业展示平台”，公示转型升
级企业相关信息，提升市场活跃度，助力拓宽市
场发展空间。坚持和完善跟踪回访制度，组织
开展跟踪回访服务活动，帮助回访对象解决实
际困难和问题。

开通绿色通道
助800个体户转企

4月14日，在锦州义
县前杨镇的大田里，村民
们在驻村“第一书记”和村
干部的带领下，正忙着拢

柴、上肥、翻地，为春种做准备；在刘
龙台镇六台村的设施农业大棚里，
村党支部带领蔬菜种植户认真做好
温室蔬菜生产管理，保证市场供应。

近年来，义县以党建为引领，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探索出十大
产业扶贫模式，做到村村有主导产
业，户户有增收项目。

如今的义县，鲜艳的党旗飘扬
在脱贫攻坚一线，产业富民之花璀
璨绽放。曾经有 151 个贫困村、
4669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深
度贫困县——义县，兑现了如期摘
帽的庄严承诺。

锦州脚步 JIAOBU

党建引领聚合力 产业扶贫添动能
——深度贫困县义县的脱贫摘帽之路

本报记者 高华庚

近年来，义县不断夯实农村基层党建基
础，强化党建示范引领作用，因地制宜打造党
建品牌，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脱贫攻坚的实
践中。

聚焦义县七里河镇七里河村花卉种植这
一特色产业，义县充分发挥村党支部引领作
用，通过“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
吸纳贫困群众加入，带动该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178户、375人全部脱贫。

“我们村通过流转土地，建成 34 栋高效
花卉大棚，每栋大棚的年纯收入达 12 万元。
利用扶贫互助金，花卉种植合作社把全村
178 户贫困户吸纳为股东，靠土地流转费用
和股东分红，实现了整村脱贫。”七里河村党
支部书记毕存仁说道。

义县在抓党建促脱贫的生动实践中，坚
持“围绕产业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总
体思路，使农村产业发展由分散化向集约化、
由微小化向规模化、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
保证。

目前，义县已实施“支部引领、村社合一”
等多种产业扶贫模式，推动产业扶贫项目与

“三变”改革无缝对接、效益叠加。几年来，全
县共实施产业扶贫项目283个，实现了村村有
主导产业、户户有增收项目、空壳村全部“清
零”。另外，义县还创新开展了“三带三创”活
动，全县541名科级干部和236名先进典型与
贫困户结对子帮扶。深入实施共产党员先锋
工程，全县建立共产党员先锋岗1088个、先锋
工程项目176个，组建党员志愿者先锋队472
个，带领13720名贫困群众搭上“致富快车”。

践行使命产业兴
283个扶贫项目促脱贫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
强，要看“领头羊”。近年来，义县委不断强
化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全面构建脱贫攻坚组织、责任、政策、帮
扶、监督、考核六大体系。成立脱贫攻坚工
作领导小组，建立“三级书记”抓扶贫的责
任捆绑体系，坚决推行县级领导包片包乡、
科级领导包村包户制度。义县10个重点行
业部门、18 个乡镇、239 个村全部设立了扶
贫组织机构，做到组织领导全面覆盖、工作

责任一贯到底。
义县还把 603 名三级选派干部全部纳

入党工委统一管理，实施责任传导、信息共
享、扶贫协作、典型带动、党建保障和监督
考核六项工程，有效解决了选派干部各自
为政难整合、沟通不畅难协调、缺少激励难
考评、整体作用难发挥的“四难”问题。几
年来，选派干部累计帮助协调资金 5.6 亿
元，引进项目 177个，为义县脱贫攻坚作出
了突出贡献。

同时，义县坚持在脱贫一线“战时”考
察识别干部，大力实施“提拔一批”“表彰一
批”“调整一批”“查处一批”工程，推动干部
能上能下，激励干部主动担当作为。几年
来，共提拔重用工作实绩突出的基层干部
25名，表彰脱贫先进个人30名，调整乡镇分
管领导7人、选派干部13人，撤换村党支部
书记 16人；持续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全县共查办扶贫领域案件
67件67人。

六大体系担责任 239个村有了扶贫机构

依托中国北方重要的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品牌和 9200 公顷
的蔬菜种植面积，近年来，北镇窟窿台蔬菜批发市场成了北方最
为重要的蔬菜交易集散地之一，年蔬菜交易量达120万吨。

如今，窟窿台蔬菜批发市场打造出B2B蔬菜批发电商平台，
通过“万家农批”APP，将传统的蔬菜交易模式转化为线上交易
模式，农民销售蔬菜的效益增加了30%以上。

窟窿台蔬菜批发市场工作人员正在转运蔬菜。

义县城关街道前窑村巾帼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乔旭红（中）在大棚中观察草莓长势。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高华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