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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候鸟是生态环境的“移动晴雨
表”。近年来，锦州市坚持以“突破
水”为重点，坚决遏制水质恶化。全
面完成辽宁省重污染河流治理攻坚
战及重污染河流限期达标方案任
务，北镇、沟帮子、黑山、义县、大虎
山 5 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全部完
成并通过验收；新建凌河、凌海铁北
污水处理厂，扩建松山新区南站污
水处理厂，全面改善河流水质。截

至目前，锦州市8个考核断面全部达
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为
37.5%。地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优良比例达到100%。

同时，锦州市还开展了渤海综
合治理攻坚战，规划了大凌河口生
态修复、小凌河口生态修复、原第四
十军虾场生态修复和白沙湾生态修
复 4 个 修 复 项 目 ，项 目 总 投 资
19524.1 万元，应修复滨海湿地面积

501 公顷、岸线长度 7.965 公里。目
前，项目开工率已超过 75%，其中大
凌河口生态修复项目已修复滨海湿
地面积190公顷，修复岸线长度1000
米，坡脚种植芦苇8500平方米。

湿地环境变好了，鸟类也飞来
了。如今，每年栖息于此的留鸟和迁
徙经过的候鸟数量达数百万只，丹
顶鹤、白鹳、天鹅等珍稀鸟类，也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凌河口的湿地。

修复滨海湿地面积190公顷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11 月
11日，锦州市政府与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辽宁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双方在国家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环境保护、土地流转及规模
化经营、旅游项目建设、土地综合整
治、普惠小微企业发展、生猪产业发
展、农村流通体系建设、重点民生工
程十大领域达成合作意向，携手共

进、密切合作，共同推进锦州的全面
振兴。

近年来，锦州市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为金融机构在锦州创新发展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辽宁省
农发行多年来始终保持与锦州的良
好合作关系，积极发挥政策性银行

“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的职能作
用，在支持锦州脱贫攻坚、港口仓储

设施及码头建设、粮食安全等领域开
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金融业务。3
年来，辽宁省农发行在服务脱贫攻
坚、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累计向锦
州地区投放贷款上百亿元，全力服
务粮食安全、乡村产业、城乡一体
化、水利建设等重点民生领域，为助
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
了重要贡献。

双方此次合作将为锦州构建新
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资金保障。锦州亦将以此为契
机，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谋划和实施好“十四五”
规划。同时，用足用好各项金融支
持政策，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为农发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优质高效
服务。

锦州市政府与省农发行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在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十大领域达成合作意向

面对成绩，锦州市委、市政府没
有驻足不前，而是围绕攻坚、巩固、提
升、兜底、整改等多个重点，千方百计
建立巩固脱贫成果长效机制，扎实推
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
力守护群众“稳稳的幸福”。

今年以来，锦州市坚持脱贫攻坚
与“三变改革”、乡村振兴相结合，全
面提升项目带动辐射能力，开展产业
扶贫项目 213 个，涵盖种植业、养殖
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光伏发电等领
域，实现所有贫困人口产业项目全覆
盖，贫困村有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动，贫困户有增收带动项目，增加了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收入。同时，锦州市
还对2016年以来的扶贫项目资产进行
了确权登记，明确扶贫项目及资产的
后续管理，规范扶贫资产收益分配使
用，确保贫困户长期稳定增收。

在医疗扶贫和兜底保障方面，今

年，锦州市实施了贫困人口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县（市）医疗扶贫保险、
省医疗补充保险、医疗救助等“五重”保
障措施。实现了在定点医院“一站式”
报销，实施了贫困户分级诊疗、首诊医
生负责制、贫困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等惠民政策。同时，锦州市将农村低
保标准提高到5352元，对尚未享受农
村低保或特困供养的建档立卡人口

23088人全部重新核查，充分发挥低保
兜底要“兜得住”的功效。贫困户住危
房、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学生辍学和饮
水不安全全部保持“动态为零”。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锦州全面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
机制，对受疫情影响的务工贫困劳动
力和种养户、脱贫不稳定重点监测户
进行单列管理，加大产业、就业、应急

救助挂钩帮扶力度，全力做好脱贫攻
坚“必答题”和疫情应对“加试题”。
疫情防控期间，锦州市解决了 320 名
建档立卡贫困中小学生网上学习的
困难，为贫困人口往诊医疗服务8643
人次，将 440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
入低保，义县帮助果农销售滞销水果
100多万公斤、鲜花十余万枝。

另外，锦州市从 3 月份开始全面
开展了“收官攻坚”督导检查行动，成
立了专门督导组，对全市脱贫攻坚
开展情况进行督导。共查访全市 77
个有脱贫攻坚任务的乡（镇）、973 个
行政村、393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督
导检查的同时，锦州还对新发生贫困
人口，根据致贫原因和帮扶需求，及
时提供动态帮扶。对处于贫困边缘
的低收入户和收入不稳定的脱贫户，
实施跟踪和动态监测，持续巩固脱贫
成果。

开展产业扶贫 实施兜底保障 加强督导检查

锦州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11
月初，锦州对 300 多名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进行了集中培训，在推动社
会工作人才职业化、专业化的同时，
也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注入了“新
能量”。

目前，锦州市取得国家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共355名

（其中中级125名），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总量不足，分布不平衡，所占比例较
低，急需培养一支既有数量、规模，又
有理论素养、实务能力的专业队伍。

这次培训邀请省内社工领域资
深专家学者进行授课。沈阳大学教
授陈秋红结合社会工作实践案例，
剖析了社会工作价值观、社会工作

实践中的伦理困境及抉择。沈阳大
学教授王萍以丰富的实务案例、互
动式沟通方式，对社会工作及社会
工作的一般过程、社会工作方法及
社会工作视角下的社区、社区社会工
作方法及技巧等进行了具体讲解。讲
课内容“接地气”，对锦州市持证社工
开展社会工作实践将起到很好的指导
作用。宏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督导杨
晓君说：“老师讲授的内容专业性、实
用性强，让我们有很大收获。”

据悉，参加培训的社会工作者
来自市民政事务中心、市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及街道、社区、学校、社工
机构等处，这次集体“充电”让大家
受益匪浅。

集中培训300名社会工作者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十
三五”期间，锦州市始终遵循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以增绿、增质、增效为基本要求，
大力发展林草产业，推进国土绿化
发展，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管理，生
物多样性得到了有效保护，各项林
业改革持续稳步推进，林草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目前已累
计完成人工造林作业面积 50.06 万
亩，封山育林33.7万亩，荒漠化治理
面积30.62万亩。

大凌河、小凌河以及内陆沙地
得到初步治理，沿海沙地海防林建
设初具规模，水土流失面积和土壤
侵蚀模数逐年下降，沙区生态环境
有所好转，居民生产和生活条件有

较大改善，对促进沙区经济和社会
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锦州
市完成了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面
积3100亩，建设固定苗圃148处，年
产各种苗木1.1亿株，良种使用率达
到 85%以上，种苗产地检疫率和监
测覆盖率均达到90%以上。

如今，锦州市森林蓄积量增加
了 10.2 万立方米，全市 4 处森林公
园旅游收入总额持续增长，旅游接
待人数逐年递增。随着森林公园的
发展，以森林公园为依托的社会旅
游从业人员达800多人，带动了第三
产业的发展。辽宁医巫闾山国家森林
公园完成了森林康养服务认证工作，
凌海市岩井寺森林公园2019年底获
批成为国家4A级旅游区。

累计完成人工造林50万亩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近年
来，锦州市围绕“节地、节能、节水、
节材和环境保护”的绿色建筑建设
要求，加快推进绿色建筑建设。截
至目前，全市今年新开工建设的民
用建筑工程59项，建筑面积106.7万
平方米，全部为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是指在全寿命周期
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
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
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为确保达到
绿色建筑标准要求，锦州市在做好
规划编制、组织培训等工作的同时，
不断强化绿色建筑应用监管。严格
抓好事前控制，对未按绿色建筑标
准设计的工程项目，不予颁发施工
图审查合格证书；严格抓好事中控

制，加强工程施工过程建筑节能和
绿色建筑执法监督检查，对列入绿
色建筑重点实施范围的建筑工程项
目，未按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规划、设
计，未通过绿色建筑审查备案的，一
律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对于不符
合绿色建筑验收要求的，不予竣工
验收备案。

今年锦州市共申请建筑节能与
绿色建筑专项资金25万元，通过开
展行业技术培训，极大地提高了从
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在全市建
筑节能与绿色建筑专项检查中，按
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组织抽检
在建项目 9 项，抽检建筑节能材料
11个批次，下达整改通知单8份，有
力地促进了绿色建筑相关法律法规
的贯彻执行。

新建绿色建筑超百万平方米

日前，锦州市义县居民谢娇通
过网上预约，从停靠在自家小区门
口的流动车管所轻松方便地换取了
驾照，补领了丢失的号牌。

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引入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加大驾管

业务APP、证照牌照电子化、警务终
端智能化等各项措施的普及，既方
便了群众，又提升了交管水平，同时
也在智慧警务、智慧城市的发展和
建设中作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本报记者 文继红 摄

智慧警务惠民生

如今，行走在
锦州的大街小巷，
环境整洁、空气清
新。清澈的小凌河

悠悠流淌，不时飞来三三两两
的水禽……锦州市民发现，身
边的环境正在发生着可喜的
变化，天变蓝了，水变清了，空
气也越来越清新了。

今年以来，锦州市委、市
政府坚持实施“生态立市”发
展战略，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及“回头看”整改为契机，全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
文明建设持久战，不断改善生
态环境。随着南山垃圾场封
场，以及投资5亿元的燃煤锅
炉综合整治等一项项卓有成
效的工作陆续完成，逐渐换来
了百姓更加美好的环境感受。

初冬时节，锦州滨河路小凌河
大桥南侧近 50 亩银杏林又到了一
年当中最美的时候。从高空俯瞰，
银杏林犹如一枚硕大的金坠儿镶嵌
在母亲河畔，每天都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观赏，“银杏园”已成为锦城百

姓打卡之地。
站在银杏林中放眼望去，阳光

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微风吹
过，银杏叶纷纷扬扬，如碎锦铺地。

本报记者 崔 治 文
张佳鹏 摄

小凌河畔赏美景

锦州脚步 JIAOBU

图说 TUSHUO

守护蓝天碧水 建设宜居家园
——锦州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侧记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文并摄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实现之年，锦州市慎终如始，始终保持顽强奋斗的前进姿
态，为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交上了一份提振信心的“成绩
单”。今年，锦州市又有234户529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达到
脱贫标准，全市共实现7.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199个贫困村销号和义县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脱贫“摘
帽”的目标。

环境治理，政策先行。2018年以
来，锦州市相继出台《关于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实施意见》《锦州市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 年 专 项 行 动 方 案（2018—2020
年）》，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全
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时，印发和
制定了《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地
方法规，夯实了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法
理基础，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基
本遵循。

为了持续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锦州
市建立市委常委、副市长“双组长”包
保工作机制，按照一项任务、一名领
导、一个团队、一张图表、一抓到底“五
个一”要求，实施清单式管理，细化整
改责任、目标、时限和具体措施，逐项
整改。锦州市政府还成立多个工作督
查组，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督查，
密切掌控节点任务进度，推动进程。

截至目前，锦州已完成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 29
项。595 个群众举报问题全部完成。
南山垃圾场封场、五里明沟改暗渠等
工程相继开工建设、投入使用，困扰锦州
多年的垃圾围城、污水溢流等问题得到
彻底解决。此外，锦州还将投入资金
18.8亿元，着力推进辽西北供水、污水
处理厂、热网设备改造等工程建设，补
齐民生短板，推进整改落实。

清单式管理
解决城市“顽疾”

供暖期开始，市民最关心的就是
家里的温度和空气质量。11月6日，
锦州市凌河区万年社区文兴里小区
居民赵秀兰高兴地对记者说：“今年政
府进行了并网改造，锅炉房拆除了，不
仅家里暖和了，小区也干净了。”

近年来，锦州市委、市政府坚决
担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政治责任，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
度，全力推进燃煤锅炉拆除和改造
工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解决
空气质量问题，超标燃煤锅炉必须
拆，可是百姓的冬季供暖也必须有保
障。今年，锦州市全力推进燃煤锅炉
拆除和改造工作。投入资金 8.1 亿
元，先后启动锦州市城区老旧供热设
施改造项目、黑山县集中供热工程和

县（市）区燃煤锅炉提标改造工作，全
力根治顽疾，弥补历史欠账。

据统计，锦州市今年已累计完成
58 台超标排放燃煤锅炉的拆除任
务，并对 48 台锅炉进行超低限值排
放改造，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燃煤锅炉整改任务全部完成。特别
是36公里的新建供热主管网及近10
公里支线管网主体工程全面竣工，将
锦州40万居民和1300多万平方米供
暖面积纳入“全市一网、一网多源”的
城市供热格局，存在多年的超标排放
燃煤锅炉问题得以根治。

不懈努力换来环境空气质量的不
断改善，今年前10个月，锦州市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达250天，同比提高3.7个
百分点，PM2.5 浓度为 44 毫克/立方
米，同比改善2.2%。

拆除58台超标排放燃煤锅炉

环境优美的锦州市东湖公园。

拆除燃煤锅炉，全力治理大气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