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16日 星期三

编辑：姚雪痕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冯 赤 吴 迪地方新闻·辽阳
DIFANGXINWEN

09

核心
提示

灯塔市坚持生态建设与产业发
展并举，以创建带动产业，以产业促
进创建，林业自身从森林城市建设中
得到了发展，广大林农从森林城市建
设中得到了实惠。

按照“企业+基地+农户”的林业
基地发展模式，灯塔加快建设经济林
产业示范基地、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工业用材林基地、苗木花卉基地等林
业产业板块。截至目前，灯塔已建成
速生丰产林基地440公顷，经济林基
地1533公顷，林药、林禽、林菌、林菜
基地200公顷；拥有面积在66公顷以
上和33公顷以上基地各1个；建有绿
化苗圃 30 处、种苗花卉基地 467 公
顷，苗木自给率达到 95%以上，基本
实现林业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
的协调发展。

灯塔大力发展种苗花卉、特色林
果、森林旅游、野生动物养殖、特种毛

皮动物养殖等林业产业，先后形成了
佟二堡镇、五星镇特种毛皮动物养殖
和加工，柳条寨镇、古城街道葡萄，沈
旦堡镇苗圃，万宝桥街道野生动物养
殖，西大窑镇中草药，鸡冠山乡森林人
家及林下参等一批林业特色产业乡
镇，拓宽了广大林农增收渠道。

目前，灯塔通过政策、项目、金融
支持，培育形成了太阳谷庄园、欧蔓
蒂皮装、泰合种貂、融祥种貂、赵铁英
辽峰、兰庭科技、神农葡萄庄园等一
批林业生产加工龙头企业。

经过多年努力，碧水穿城、林茂
花艳、建筑精巧、环境秀美的森林城
市风貌和格局在灯塔已经凸显；灯塔
森林城市建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相关要求；
灯塔城市形象、城市品位得以提升，
城市竞争力得以增强，市民收获了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发展特色产业 加快兴林富民步伐

9月 15日，灯塔市铧子镇黄堡村
村委会院落里，村民们三三两两地围
坐在凉亭里，观看文艺队表演。

广场上，71岁的刘恩梅正带领队
员们打太极拳……

看着这一幕幕幸福和谐的生活
场景，很难想象，7年前的黄堡村是省
级贫困村。2013年，刚担任黄堡村党
支部书记的王立国下定决心：“必须
改变，一定要让百姓的日子好起来。”

经过王立国和村“两委”班子成
员的奔走争取，全村自来水得以改
造，解决了多年来水质发黄、有异味、
供水不畅的问题。村里铺设了 10.3

公里柏油路，修建了两座桥梁，方便
村民出行；维修河套两侧护堤7000多
米；新建村委会，砌筑了围墙、新修建
两处 4000 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凉亭、
文化长廊，安装了健身器材；修边沟、
砌垃圾池、设村牌，开展绿化等项目，
环境得以美化。

“要发挥村党支部的引领作用，
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让
村民看得见、瞅得着增收的实惠，一
起走上致富路。”这是黄堡村村“两
委”班子成员共同的心愿。

调整产业结构，引导村民改变种
植习惯，由一茬变两茬，是村“两委”

班子成员的慎重抉择。他们先后到
灯塔市农业发展中心、沈旦堡镇、辽
阳县黄泥洼镇、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
县等地考察学习，经过集体讨论，确
定了风险小、见效快的上茬种豌豆、
青毛豆，下茬种黏玉米、萝卜、白菜的
种植模式。今年，黄堡村首次大规模
种植了青毛豆，效益还真不错，收完
青毛豆又种上了萝卜和白菜。

2019年，村委会流转 6公顷土地
试种青毛豆获得了成功，每亩可提高
收入 800元以上。2019年末，村集体
又流转了13.3公顷土地，村里种植大
户也流转了33.3公顷，流转集中种植

面积将近全村耕地的一半，进行两茬
种植。

“一年两茬”提高了土地的附加
值，不仅增加了黄堡村村集体收入，
也给村民带来就业机遇，村民不必出
村就能打工赚钱。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精准
扶贫户于波患有胃癌，妻子的身体也
不太好。在各级政府的帮扶下，于波
夫妇养起了两头母猪和19头猪崽儿，
日子越来越好。

目前，黄堡村71户贫困户全部实
现了脱贫。2019年，黄堡村彻底摘掉
了贫困村的帽子晋级为市级文明村。

黄堡村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甜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感
谢灯塔市营商环境建设局的工作人
员提供耐心细致的服务，我们的项目
不但没有因为疫情被耽误，反而提前
开工建设了。”9 月 9 日，辽宁靖帆新
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1亿平方米免
处理CTP板材项目建设现场，负责人
刘永强说。

一番感激的话语道出了灯塔众
多企业的心声。这源于灯塔市营商
环境建设局一直将简化手续、减少时
限、容缺受理、全程帮办代办作为优
化服务的重要举措，创新审批模式，
快速为企业提供便利服务。截至目
前，灯塔市营商局企业登记网上办理
率已达 94.6%，基本实现注册登记全
程电子化。

创新企业注册登记模式，落实简
易注销改革。灯塔市积极推行“网上
办”，实现了企业、群众“最多跑一次”
办结。同时，压缩审批时间，将企业
设立登记时限压缩至 1天，比法定时
限少了 19 天。推行企业简易注销登
记制度，优化流程和精简文书，减少
要件。目前，灯塔市共办理业务3629
件，包括设立登记 1024 件、变更登记
2004件、注销登记 601件（其中，简易
注销登记196件）。

全面开展“证照分离”审批。自
2018 年 11 月开始，灯塔市营商局已
完成“证照分离”审批 508项，其中实
行告知承诺 249 项、优化准入服务
259项。

精简材料，持续压缩审批时限。

对行政许可所需的申请材料进行全
面清理，最大限度地精简申报材料，
全部取消审批兜底材料。营商局的
许可事项法定时限共计 4996 个工作
日，现已承诺办结时限共计2380个工
作日，比法定时限缩短了52%以上。

开辟绿色通道，支持重点项目建
设。对重点项目、招商引资项目，通
过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帮助企业
办理手续，解决存在的问题。先后
为忠旺集团、惠普钢构、自来水净
水厂等企业解决难题。对辽宁斯利
特胶业有限公司废旧轮胎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等 5 个重点项目实行现场
办公、现场指导，帮助企业办理相关
手续，促进企业尽早开工建设、开工
生产。

积极推行“不见面审批”，力促项
目建设。疫情防控期间，对灯塔市铧
子镇腾达机制炭厂新建年产 3000 吨
机制炭项目等开展不见面函审环评
审批服务，对不涉及环境敏感目标、
环境影响小、环境风险低的报告表类
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最大限度减免技
术审查程序。

容缺受理，提升服务效率。先后
为衍水集团等企业容缺办理了环评等
手续。同时，对政府投资类项目在缺
少申报材料的情况下，实行容缺受理
审批。今年 3月至今，灯塔共办理政
府投资类项目154个，其中134个项目
实行了容缺受理，最多一天审批了37
个项目，给政府投资类项目争取地债
中央专项资金赢得了宝贵时间。

创新审批模式 提供便利服务

灯塔市企业登记网上办理率超九成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9
月15日，灯塔市五星镇66千伏变电
站土建现场正在紧张施工。总投资
5300 万元的 66 千伏五星输变电工
程，预计 2021 年投运，届时辽阳市
将实现 37 个乡镇 66 千伏变电站全
覆盖。

五星变电站的建设兑现了国网
辽阳供电公司“宁让电网等发展，不
让地区发展等电网”的庄严承诺，也
让“智慧城市”建设再添新动能。工
程将为灯塔市西部地区乡镇振兴战
略的实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特色
产业发展和重点项目的建设提供坚
强电力保障，对辽阳电网和经济发
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五星镇位于灯塔市西部 30 公

里处，是目前辽阳地区唯一没有 66
千伏变电站、66千伏线路经过的乡
镇。国网辽阳供电公司充分展示央
企担当，投资建设五星智能变电站，
本期及远期 2 回 66kV 架空进线，2
台 20MVA 有载调压主变压器，变
电站为户外AIS无人值班智能模块
化变电站。

五星变电站采用智能无人值班
模式设计，可实现智能告警及故障
信息综合分析决策，支撑经济运行
和优化控制。支持北斗导航系统、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地面授时信
号，配合智能辅助控制系统，利用
视频服务器实现智能辅助控制系
统的数据分类存储分析、智能联动
功能。

灯塔建设智能模块化变电站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整
洁的庭院，一串串红色的鲜辣椒格
外抢眼……9月15日，记者获悉，辽
阳新特现代农业园区与灯塔市现代
波特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发力，
已带领千余农户种植红鲜椒致富奔
小康。

今春，结合农村实际情况，灯塔
市现代波特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上联
公司、下联农户，创建生态农业、高
效农业、订单农业、市场农业的经营
模式，组织农户生产达标的绿色蔬
菜产品，并实现收购价高于市场价，
让广大农户提高收入。合作社选取
收购标准低、农户投资少、效益高、
田间管理简单的红鲜椒种植与回
收项目，组建专业种植技术和销售
团队，整合资源，采取大户种植与
庭院种植两种模式在农户中推广，
不仅填补本地区辣椒种植的区域

空白，而且帮助更多贫困人口脱
贫致富，带动农户发展庭院经济
促增收。

据介绍，红鲜椒种植与回收项
目辐射带动辽阳 16 个乡镇 32 个自
然村1330户农户，种植面积达27公
顷，可创区域产值128万元。在项目
开展过程中，重点安置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就业，并形成以岗位促就
业、以技能促增收、以增收促脱贫
的良性发展链条。从种植到回购，
红鲜椒种植与回收项目的回收方、
种植方和服务方，三方联结，权责分
明，产销一条龙，保产保增收，全程
有保障。根据项目签订的回收价格
计算，农户管理适当，亩产收入可达
1200 元，较种植玉米每亩收入可增
加800元。如今，农田和庭院里的辣
椒长势喜人，农户们信心满满地等
待丰收的到来。

千余农户种植红鲜椒增收致富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有
了党史馆，咱们村的百姓切身体会
到我们党和国家艰辛的发展历程，
这让很多村民深受鼓舞。”9 月 15
日，灯塔市古城街道邵二台村“第一
书记”郑晓霞说，邵二台村党史馆已
经成为展示村容村貌村史，传播党
的声音、弘扬党的精神、严肃党性教
育的窗口。

2018 年 10 月，历经 100 多天的
建设，灯塔市唯一的村级党史馆终
于在邵二台村揭开面纱。走进馆
内，红色主题扑面而来，通过声、光、
电、图文、影音等多种形式，形象展
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艰
苦奋斗，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光辉历程。党史馆设计
精美，装饰大气，内容丰富，成了党
员群众学党史、强党性的新阵地。

党史馆建成后，郑晓霞身上又
多了两个角色，那就是党史馆管理
员和讲解员。两年来，她不仅定期
组织全村党员到党史馆开展学习活
动，还接待数千名省内外慕名参观
学习者。

如今，在邵二台村，一座现代化
的党史馆矗立在村委会大院里，农
闲时经常有村民过来参观，这间
130平方米的党史馆已经成为邵二
台村夯实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平
台，成了党员群众学党史、强党性的
新阵地。

村级党史馆成党建新阵地

“咱们在家门口就看到这么多
节目。”9 月 14 日，灯塔市鸡冠山乡
詹家村的村民们一边欣赏着歌舞、
二人转等精彩演出，一边纷纷叫好。

根据统一安排，由灯塔市文化
服务中心“燕州乡村大舞台”开展的

“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活动，将陆续

深入20多个乡村，为村民们送去精
心准备的节目。

“燕州乡村大舞台”活动实施以
来，已扶持组建各类群众文艺团队173
支，培养农村文艺骨干近千人，常年活
跃在基层，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摄

大舞台搭到村民家门口

把“森林”
搬进城市里，把
城市建在“森林”
中。近年来，灯

塔市积极创建省级森林城
市，打造生态宜居家园，
秀美灯塔的画卷正徐徐
展开，市民乐享美丽健康
生活。

2018年至2020年，
灯塔完成人工造林“创森”
任务2693公顷，森林覆盖
率达到31％，林木绿化率
达到35.6％，城市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达到49.4％，
绿地率达到52.7％，乔木
栽植面积达到75％以上。

“小林书记，你新买的电饭煲还
真好用，我都有点舍不得用。”“李大
姐，您尽管用，有啥生活问题就和我
说。”9 月 15 日，家住灯塔市古城街
道大东山堡村的精准扶贫户李丽贤
热情地和前来走访的驻村“第一书
记”林智宇寒暄着。

今年 30 岁的林智宇是辽宁省
汤河水库管理局有限责任公司选派
到大东山堡村担任“第一书记”的。
驻村两年来，他早已把这里当成了
家，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出现，被村
里人笑称为“后勤部长”。

林智宇经常走街串户，尤其熟
悉村里每一个贫困户的情况。看到
大东山堡村党员活动室年久失修，

基础设施简陋，林智宇在汤河水库
管理局有限责任公司的帮助下申请
资金6万元，改造了党员活动室，村
里的党员们都赞不绝口。现在，大
东山堡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完
善，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组织生活，
村党组织凝聚力显著增强。

为支持林智宇的驻村工作，汤
河水库管理局有限责任公司通过

“以购代捐”的方式为当地扶贫事业
助力，近年来累计采购27万元农产
品。在林智宇的牵线组织下，派驻
单位还开展了扶贫慈善捐助活动，
捐物总额达1万元。

目前，大东山堡村精准扶贫户
4户8人已全部脱贫。

咱村有个“后勤部长”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执笔绘青山 挥毫绣绿城
——灯塔市加强生态建设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本报记者 严佩鑫

金秋时节，灯塔市万宝桥街道蓝
旗回迁小区里，绿树成荫，鲜花绽放，
苹果、樱桃挂满枝头，生活在花园景
观小区里的居民们倍感惬意；设计总
面积达 103.83 万平方米的葛西河生
态走廊，栽植100余种风景树18.1万
株，已经成为灯塔城区市民休闲、健
身的首选区域……

为让灯塔的山更青、水更绿、天
更蓝、空气更清新，灯塔市把森林城
市建设作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和打
造实力、文明、秀美、和谐灯塔的重大
战略举措，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为民办实事
的重大项目，26 个市直部门、14 个
乡镇街共同参与，形成了“创森”工
作的强大合力。灯塔始终把“人人
参与森林城市创建，个个分享林业
发展成果”作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和省级森林城市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
活动，在全市掀起了“创森”热潮，公
众对森林城市建设的支持率和满意
度达到90%以上。

按照建设区“一区两翼、三廊五
带、多点多网”和建成区“一环二廊、
三带多心”的总体建设布局，灯塔明
确了重点实施城市建成区人居环
境建设与提升工程、森林城市生态
网络体系建设工程等 13 项主体工
程，并设定完成时限，层层落实责
任，以期实现生态宜居、文化丰富、
产业发达、人民增收、山清水秀的发
展目标。

灯塔市采取停、封、退、造等生态
治理措施，坚持不懈地实施宜林荒山

荒地人工造林、中幼林抚育、低效林
改造，大力开展围、栏、封、育工程、封
山育林工作及小开荒治理工程等，使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1％、林木绿
化率达到35.6％，东部林区已基本实
现全域封禁，封山育林面积195.33公
顷……形成以近自然森林为主的城
市森林生态系统，有效构筑了覆盖全
市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

继荣获“省级园林城市”和“全国
绿化模范单位”称号后，灯塔市围绕
统筹推进城乡绿化，在城区和城郊重
点实施了城市片林、公园绿地、防护
绿地、附属绿地及周边公园等建设。
目前，灯塔园林式单位和花园式小区
达到 85％以上；城市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 29 平方米；开发区、校园、
厂区、住宅小区等绿化覆盖率达到
30％以上；建成具有健身、休闲、观
光、娱乐和公共活动等功能的公园、
游园17处；面积在2公顷以上的公园
15 个，满足了市民日常休闲游憩需
求；公园绿地率达到 75％以上，绿化
广 场 面 积 4.08 公 顷 ，绿 地 率 达 到
60％以上。

此外，灯塔还在农村广泛开展了
“村屯绿化”“美丽乡村”建设活动，
193 个行政村，已全部实施集中绿
化。近 5 年，灯塔投资 3.4 亿元实施
美丽乡村建设，投资规模、建设标准、
惠民范围前所未有，最终达到林木绿
化率 30％以上的目标；以道路林网、
水系林网和农田林网“三网”为骨架，
点、线、片、环相结合的绿色廊道生态
网络建设已经成型，达到了国家相关
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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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街道辽峰小镇吸引游客前来采摘葡萄。

葛西河生态走廊环境的改善让灯塔越来越美丽。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严佩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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