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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镝 张旭报道
前些年，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十
二德堡镇太沟村贫困户张维革因供
孩子上大学，欠下外债。如今，在镇
村扶持下，张维革通过发展养牛项目
已还清了孩子上大学积欠的债务。
现在，张维革家存栏 12头牛，加上特
色种植项目，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如
今张维革越干越有劲，牛棚收拾得规
矩整洁，秸秆草块堆放得整整齐齐，
处处显示出致富奔小康的信心。

产业发展是脱贫攻坚的强力引
擎。近年来，喀左县深入推进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兜底保障等十大扶贫
举措，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喀左县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实
现县有扶贫支柱产业、乡有扶贫主导
产业、村有产业扶贫基地、户有稳定
产业扶贫项目，确保每个贫困户落实
2个以上实体生产或经营项目。通过
产业扶贫发力，喀左县确保 213 名剩
余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巩固 32482
名贫困人口脱贫退出成果，提高6541
名年收入 5000 元以下已脱贫人口的
收入水平。

目前，喀左县重点实施“飞地”扶
贫产业项目，发展县级扶贫支柱产
业。年初以来，喀左县整合投入各类
资金6000万元，实施了4个规模较大
的扶贫产业项目，其中，现代农业扶
贫产业园 1 个，肉鸡饲养扶贫农场 3
个。甘招镇现代农业扶贫产业园项
目占地面积1200亩，新建标准化冷棚
100栋、子母棚 25栋，现已全部完工，
预计年可实现扶贫收入135万元。草
场乡、羊角沟镇、兴隆庄镇各投资
1000 万元，分别与宏发集团合作，计
划建 3个肉鸡饲养扶贫农场。目前，
项目正在建设中，已建成鸡舍15栋，7

月底前将建成投产，年可实现扶贫收
入360万元。

喀左县在乡镇层面重点实施一
批高标准扶贫产业项目，实现乡镇扶
贫主导产业全覆盖。喀左县投入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2989万元，新建乡级
扶贫产业园41个，累计达到乡级扶贫
产业园69个，每个乡镇均有2个以上
扶贫产业园。特色种植方面，流转土
地3000亩，建设冷暖棚1200栋，年可
实现扶贫收入450万元。特色养殖方
面，在水泉、甘招、坤都营子、公营子
等乡镇建设7个小型标准化扶贫养殖
农场，6月底全部竣工，年可实现扶贫

收入180万元。
年初以来，喀左县在村级层面

建设一批产业扶贫基地，实现村级
扶贫产业基地全覆盖。喀左县投入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850万元，新建村
级扶贫基地56个，累计建成扶贫基地
142个。建设一批以设施农业、特色
种植为主的产业扶贫基地，在已有
86个的基础上，今年新建 56个，年可
实现扶贫收入 170万元。同时，继续
开展扶贫标准化示范果园建设，在已
建成 54 个扶贫果园基础上新建 47
个，年可实现扶贫收入 300 万元。在
东哨镇车杖子村，记者看到，村里实

施冷棚种植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商品
椒定植。据了解，该项目建设高标准
冷棚15栋，暖棚2栋，占地面积45亩，
带动本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05人脱
贫增收。

在贫困户层面，因人因户实施一
批精准到户项目，实现户有两个稳定
产业扶贫项目全覆盖。为此，喀左县
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385万元，实
施到户项目23592个。实施粮饲玉米
和杂粮特色种植项目，贫困人口人均
种植面积 1.5 亩，总面积达 4.5 万亩。
畜禽养殖、果树栽植为主的庭院经济
项目已全部到户。

新建乡级扶贫产业园41个村级扶贫基地56个

喀左产业扶贫重精准谋长效

“目前，我们正依托鸽子洞和凌
河第一湾旅游资源，在南亮子村建
设依湾农家生态旅游项目。”7 月 3
日，南亮子村驻村“第一书记”陶维政
信心十足地说。

在村民心里，南亮子村如今真的
“亮”起来了。他们说，这一切都是因为
有了驻村工作队。2014 年 9 月，喀喇
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政协驻村工作
队来到水泉镇南亮子村，6年来，工作
队员深入田间地头，与村民促膝谈
心，了解群众所需所求，宣传科普知

识。有村民主动到村部表示，想要发
展养殖业，问工作队能不能帮忙。后
来，在县政协的帮助下，驻村工作队为
47户贫困户送去了111只扶贫羊，帮助
他们发展起养殖业。

村 民 老 邹 家 祖 上 有 酿 酒 的 秘
方，很早就想办个酒坊，却一直没有
发展机会。在驻村工作队的协调
下，酒坊建起来了，不仅增加了村级
集体收入，还吸纳了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到酒坊打工增加收入。

要想让贫困户真正实现脱贫，就

要把“输血扶贫”变成“造血扶贫”。
工作队多方协调，利用村部屋顶和周
边空闲场地，建设村级 300 千瓦光伏
电站，年实现收入 30万元，所得收益
用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公益性
事业和临时性救助等。

今年，南亮子村依托鸽子洞和凌
河第一湾旅游资源，建设依湾农家生
态旅游项目。项目建成后，可增加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30万元，同时为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提供适合的岗位增
加收入。

针对南亮子村基础设施薄弱、
乡村建设相对滞后的实际，工作队
多方筹措资金，翻建村部 280 平方
米，建设村卫生室 60平方米、文化广
场两处共 3700 平方米，安装路灯广
场灯 55 盏、配套健身器材 10 套，硬
化村内道路 3400 延长米，修建田间
作业路 9公里，打井配套农田灌溉井
22眼，铺设给水管路3万余延长米，新
建图书室60平方米，建设文化大舞台
一处，满足了群众学习和农闲文化活
动需求。

南亮子村“亮”起来了
本报记者 吴 镝 张 旭

本报讯 年初以来，喀喇沁左翼
蒙古族自治县先后出台优化营商环
境措施 33 条和推进营商环境评价工
作举措 61 条，以“数字营商”为突破
口，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县企
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满意度大幅提
升，投资环境吸引力持续提高。

持续深化“一网、一门、一窗、一
次”改革，切实推进“一件事一次办”
全流程办结新机制。在“一网通办”
方面，以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政务服务网
应用范围。目前，全县政务服务事项
网上可办率在朝阳全市率先达到
100%；在“只进一扇门”方面，重点打
通“多门”和事项“应进未进”两个阻
点。目前，全县各相关部门进驻县政
务服务中心“一门式”集中办理率达
95.1%；在“一窗受理”方面，再造审批
服务流程，科学合理设置窗口布局，
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
综合窗口出件”审批模式。目前，综
合受理中心可办理 1175 项政务服务
事项，累计办结1798项。

在“最多跑一次”方面，喀左县持
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加大各类材料、
证明的清理、合并与共享力度。目前，
全县 100 个高频事项实现“最多跑一
次”和 30个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
企业和群众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提供

的材料减少60%以上，在“一件事一次
办”方面，目前，已编制企业、群众办事
通和“一件事套餐”服务清单，首批确
定了65个“一件事”事项。

针对企业开办过程中出现的流
程重复、办理分散等问题，设立“企业

开办专区”，将营业执照办理、印章刻
制、税务登记、社保登记、银行开户整
合为一个环节，企业只需通过一次申
报，即可办结所有事项，实现企业开
办业务“一次提交、信息共享、并行办
理、快速出证（照）”。目前，喀左县已
经跻身辽宁企业开办全流程手续办
理速度最快的第一阵营。

一 个 工 作 日 办 结 九 类 登 记 事
项。 喀左县开展“一窗受理、内部流
转、即时办结、同窗出证”的“一窗受
理、并行办理”模式，把原来多窗受理
整合成三个综合受理窗口和一个抵
押登记窗口，分别受理所有不动产登
记业务和各项不动产抵押业务。目
前，企业、群众只需在一个综合窗口
提交一次材料就能办完所需登记业
务，实现一人收件、业务协同、全程监
管；聚焦90个工作日办结工程建设审
批项目。目前，依托朝阳市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所有新建房屋建
筑项目全部实行网上申报、统一受
理、并联审批、统一发证。
王海波 本报记者 吴 镝 张 旭

以“数字营商”为突破口深化“放管服”改革

政务服务“一门式”集中办理率达95%

本报讯 记者吴镝 张旭报
道 7月5日，记者在喀喇沁左翼蒙
古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信息半导体
新材料产业园看到，工程车、运料车
往来穿梭，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
进。据介绍，该产业园现已入驻项
目6个，计划总投资11.6亿元。

信息半导体新材料产业园是喀
左县以通美晶体为依托规划建设的

“飞地经济”产业园，主要围绕其生
产的砷化镓、锗、磷化铟等半导体专
用材料，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产品及上下游产品。该产业园
的建设，不仅使喀左经济开发区在高

新技术产业上实现了突破，同时提升
了产业层次。

该产业园规划占地面积1.79平
方公里，已入驻的 6 个项目包括通
美晶体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87吨砷
化镓及磷化铟和锗晶体项目、博宇
半导体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
支PBN项目、金美镓业有限公司年
产300吨高纯半导体前期材料生产
项目等。

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开工建
设，部分项目已试产。全部投产后，
预计可实现产值 16.09 亿元，利税
4.18亿元，安排劳动力就业600余人。

六项目入驻
信息半导体新材料产业园

本报讯 自 3 月份以来，喀喇
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内各类企业陆
续复工复产。截至 6 月末，喀左县
一二三产业累计用电量均呈现正增
长势头，喀左县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完 成 6.82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加
7.77%，工业用电量累计完成5.18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8.92%。

为落实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八项举措，国网喀左
县供电公司主动作为，上门走访企
业用户 798 户，安排客户经理一对
一宣传助推企业复工复产的相关政
策，将电费减免的政策红利及时、足
额传达至用户，从2月1日起至6月
末，累计为喀左地区企业减免电费

580.08 万元。同时，针对企业实际
情况制定“一户一策”服务方案，开
通办电通绿色通道，简化办电流
程。对于企业较为集中的工业园
区，在用户T接点加装隔离开关，企
业有用电需求时，不用停电就可以
实现随时接引送电。同时，研发出
可移动式变台，降低企业用电成
本。春检期间，一次停电解决所有
问题，尽全力减少停电给企业生产
带来的影响。随着用电需求的持续
增长，国网喀左县供电公司开展全
方位走访，提供有针对性的优质、便
捷服务，为喀左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
蔡 颖 本报记者 吴 镝 张 旭

为企业减免电费580万元

本报讯 记者吴镝 张旭报
道 7月4日，记者从喀喇沁左翼蒙
古族自治县了解到，在甘招镇金沟
梁村高标准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引
领下，目前，全县种植杂粮面积已超
过 10 万亩，特色种植面积超过 8 万
亩，带动农户 4.6万户。据了解，该
基地集科技成果转化、新品种、新技
术展示于一体，种植十二大品系、
136 个新品种，应用了优质绿色高
效栽培等18项新技术。

近年来，喀左县充分发挥农技
推广机构在多元化推广体系中的
枢纽作用，通过驻村农技人员、示
范主体、涉农企业、大户、土专家、
经营性服务组织等共建服务平台，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发展。根
据优势农产品和特色产业发展需
求，全县实现了先进技术直接到
人、农业服务直接到户、新品种新
技术直接到基地。目前，喀左县围
绕主导产业建设了品种选育田、试

验示范田、品种展示田等示范试验
基地 6 个，共展示新品种 152 个，新
技术 26 项，推广主导品种 23 个，主
推技术13项，成果转化4项，实现亩
增产 300 斤至 400 斤，亩增效益 400
元至600元。

喀左县从县乡两级推广机构中
择优选聘学历水平和专业技能符合
岗位职责要求，具有较强的工作责
任心和奉献精神，熟悉农民的基本
情况和技术需求，能完成所承担技
术指导任务的科技人员进入基层农
技推广队伍。这支农技推广队伍共
有 190 人，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全县
所有行政村的田间地头，成为农户
的“贴心人”。该县还引进了省、市
12 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专家
团队及56名专家，形成了稳定的产
学研高效协同的科技支撑团队。年
初以来，喀左县先后举办各种农业
技术培训班65期，参与培训的人数
超过5300人。

农业示范基地助农增产增收

本报讯 记者吴镝 张旭报
道 以种植黑木耳为主的谦朴黑
木耳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是喀喇
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食用菌产业
省级科技特派团重点帮扶对象。
专家团队通过提供优良菌种、吊袋
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产
前、产中、产后的全程现场指导与
培训，为合作社黑木耳生产保驾护
航。合作社带动大营子乡建档立
卡贫困户 72 户 150 人脱贫，实现贫
困人口全覆盖。

自 2016 年省科技厅实施农村
科技特派行动、喀左县食用菌产业
科技特派团成立以来，特派团以提
质增效、促农脱贫增收为目标，通过
开展政策宣传、调研引导、菌种选
育、试验示范、技术指导、科技培训
等系列工作，使食用菌生产成为喀
左县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

的重点产业，也逐渐成为乡村振兴、
产业扶贫的支柱性产业。

目前，喀左有超过一半的乡镇
从事食用菌生产，他们以农业合作
社生产为主，采取“特产+基地”“农
户+合作社”“龙头+示范”“循环+产
业”等模式开展生产。主产区包括
尤杖子、公营子、中三家、大营子、平
房子、羊角沟等乡镇，主栽品种有香
菇、黑木耳、蛹虫草、羊肚菌等。据
统计，全县栽培食用菌约 3500 万
袋，产业占地 2015 亩，栽培面积
1000 余亩，总产量约 7010 吨，总产
值约 7030 万元，形成规模化、区域
化生产格局。特派团共建立 2 个
标准化菌种生产车间、5 个科技示
范基地，示范推广优良品种 19 个、
优势技术 17 项，持续为 7 个食用菌
生产相关的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技
术服务。

科技特派团助推食用菌产业发展

日前，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100多名志愿者来到城郊，开展了清
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除了清除垃圾，
还对游客进行了爱护环境卫生宣

传。据悉，目前全县共有40多支志
愿服务队伍，在扶贫帮困、保护环境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为志愿者在龙源湖畔清除垃圾。
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清除垃圾美化家园

喀左短讯DUANXUN

图说 TUSHUO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白塔子镇发展大棚产业带动贫困户增收。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走进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尤杖子乡尤杖子村，宽阔的水泥路、多
功能村活动中心、热闹的文化广场……
一幅宜居、亮丽的乡村美景映入眼帘。
如今的尤杖子村，农业产业蓬勃发展，
乡村建设日新月异。

尤杖子村的变化源于中国铁路
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倾力帮扶。
自结对帮扶尤杖子村以来，该公司一手
抓产业发展，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用
真情温暖民心、以实干赢得信任。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在入村调研中了解到，绝大部分贫困
户有畜牧养殖经验和意愿。他们积
极筹划，组织辖区内92个基层单位和
干部捐款 64 万元，为贫困户购买了
92头牛、143只羊，平均每户年均可增
收6000元至8000元。

在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
司的帮助下，2019 年，尤杖子村新建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项目总
投资 240 万元，每年盈利可达 100 余
万元。智能粪污处理机在处理农业
废弃物的同时，还能生产有机肥料，

有效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带动全村
调整种植业结构，推动绿色有机特色
种植产业发展。

今年，尤杖子村新建冷棚扶贫项
目。项目总投资 97万元，其中，县级
投入扶贫资金30万元，中国铁路沈阳
局集团有限公司投入扶贫资金 67 万
元，新建冷棚 32 栋。预计年可收入
40万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增
收 260 元，同时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收入，带动建档立卡户35人就业。

几年来，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先后投资1870万元，在该村建
起 1060 平方米，集党群活动室、便民
服务大厅、阅览室、活动室于一体的
多功能村民活动中心。此外，还修建
了四级标准柏油路 5条，安装了节能
路灯 220 盏，新建了文化广场和农贸
市场。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文化广场
及农贸市场周边进行绿化，栽植了
油松、云杉、金叶榆等绿植。这些帮
扶措施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
活条件，美化了村容村貌，赢得了村
民的赞誉。

真帮实扶让尤杖子村有了新模样
本报记者 张 旭

脱贫攻坚在一线

群众在喀左县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办理业务。 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