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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县乡
财政“分灶吃饭”以来，凌源市三家子
乡全力抓招商、抓飞地经济、抓老企
业合资合作，2018 年、2019 年财政收
入分别完成 6581万元、7426万元，增
幅达 311%、13%。目前，三家子乡以
财政收入突破 1亿元为目标，全力抓
招商，引项目，确保财政体制改革和
乡村振兴工作扎实推进、取得实效。

凌源市三家子乡是我省县乡财
政体制改革激发乡镇发展活力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凌源市将抓好飞地
经济作为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手段、
增加县乡财政收入的主要抓手，2018
年以来，共落地飞地项目104个，全部
达产后可实现产值97亿元，形成税收
8.8 亿元，带动地方就业 7600 余人。
目前，凌源市已有 5个乡镇实现财政
收入自给自足，预计“十四五”末期22
个乡镇全部实现自给自足，财政收入
超亿元乡镇达10个以上。

凌源市紧盯主导产业抓飞地招
商，印制了《招商引资指导目录》，引
导全市招商引资工作重点围绕汽车
制造、非金属新材料、现代钢铁、农
产品深加工等产业集群开展，推动
飞地经济项目与主导产业发展精准
对接，完美融合。在落地的 104 个
飞地项目中，汽车制造集群项目 16
个、非金属新材料集群项目 27 个、
现代钢铁集群项目 19 个、产业集群
服务类项目 10 个，合计占总项目数
的69%。

建特色园区引入飞地项目。为

解决开发区项目进驻门槛高、土地交
易成本高、基础设施承载压力大问
题，凌源市设立了三十家子木业产业
园、新型建材产业园、中国建材新材
料产业园。目前，已落地的 104 个飞
地项目中，落户开发区的项目有 40
个，其他均落户特色园区和乡镇，飞
地项目呈现出多点开花、竞相发展的
良好局面。凌源市深挖区位优势，围
绕杨杖子镇遗存的工业基础，全力盘
活工业土地、废旧厂房等资源，正加
快打造新材料飞地项目重镇。深挖

石灰石、硅石、白云石、珍珠岩、膨润
土等矿产资源优势，非金属材料飞地
项目实现良好发展。以四合当镇、三
家子乡为核心的非金属新材料飞地
经济区正在形成。

凌源市领导带头服务飞地项目，
对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由凌源市主
要领导当“项目管家”；对投资 5亿元
至 10亿元项目，由分管领导当“项目
管家”；对投资 5亿元以下项目，由乡
镇街、园景区负责人担任“项目管
家”，实现了“项目管家”全覆盖；陆续

出台了工业项目、农产品深加工项
目、服务业项目、旅游业项目的招商
引资优惠政策，不断精简项目准入手
续，简化审批程序，落实项目容缺受
理和模拟审批制度；对重点企业实施
挂牌保护，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全
力服务、保驾护航。

凌源市将飞地经济作为工作实
绩考评的重要内容，明确任务目标，
严格奖惩措施，有效压实工作责任、
传导工作压力，充分调动了全市上下
抓开放、抓招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盯主导产业 抓飞地招商 建特色园区

凌源发展飞地经济壮大乡镇实力

“过去我们村负债40多万元，日
子过得艰难。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
我们打了一个翻身仗，现在实现了

‘四有三通’标准化，新建了200平方
米的村委会，发展起了养牛扶贫产
业，目前全村黄牛存栏量达 600 余
头，成了名副其实的‘牛村’，村子摘
掉了贫困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村
党支部被评为凌源市的先进党支部、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11月9日，凌源
市松岭子镇南洼村党支部书记任仲
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凌源市松岭子镇南洼村曾是市
级贫困村，是个远近闻名的穷地方。

近年来，南洼村着重发展养殖、种植
两大扶贫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2018 年，南洼村与帮扶单位共建了
永恒牧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年收益5
万元，带动贫困户年增收400元。南
洼村大力发展黑果花楸种植业，2018
年，村民以土地入股形式成立经济联
合体合作社，流转土地 140 亩，引进
资金 80 万元，发展黑果花楸种植项
目，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

为了进一步激发贫困人口内生
动力，南洼村按照凌源市统一部署，
在全村广泛开展扶贫扶志“五比一
奖”活动。“五比”是指比产业发展，

引导有能力、有条件的贫困户不等
不靠，自主发展产业项目；比就业务
工，通过就业创业、外出务工等方
式，让有劳动能力和弱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口通过劳动获得收入；比居
住环境，促使贫困户家庭主动改变
卫生状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
孝老爱亲，履行赡养老人义务，家庭
和睦，树立良好家风；比遵规守法，
无违反村规民约、违法违纪等行
为。“一奖”即针对“五比”中表现突
出的、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公益性
岗位的、为村里建设发展作出贡献
的，按实际情况额外奖励。

为使活动接地气，南洼村实施
了定劳、分类、入户、设岗、评比和兑
现“六步工作法”，精准区分劳动力、
弱劳动力和无劳动力三个类别，并
予以分类定则、入户讲解、设岗评比
和兑现奖金。2019 年，镇村两级为
贫困户提供“五比一奖”资金 32560
元。2020年，每个贫困家庭通过“五
比一奖”活动增收1300余元，切实推
动了“五比一奖”活动走向深入。

“五比一奖”活动的开展，转变
了贫困人口等靠要的落后思想，如
今，南洼村产业壮大了，贫困户腰包
鼓了，村风民风也好了。

“五比一奖”提振村民脱贫精气神
本报记者 张 旭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近年
来，凌源市紧紧围绕建设中国北方
最大反季节黄瓜生产基地、北方最大
球根类花卉产销基地这两个目标，大
力发展设施农业，扶持农业龙头企
业，推广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经济组
织形式，截至目前，全市拥有从事设
施农业产销的龙头企业59家、专业合
作社 295 个、家庭农场 41 个，新型经
营主体对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增强，设施农业已成为凌源市乡村振
兴的支柱产业和广大农民增收致富
的首选项目、重要来源。

凌源市以市场拉动、政策调动、
效益驱动、典型带动为手段，把设施
农业产业作为扶贫工程、富民工程首
选项目，整合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
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资金，重点向设
施农业建设投入，形成设施蔬菜、设
施花卉、设施食用菌、设施果树协同
发展的喜人局面。蔬菜栽培有黄瓜、
番茄、椒类、茄子等30多个品种；花卉
栽培有百合、郁金香、剑兰、菊花等十
几个系列 100 多个品种；食用菌栽培
有香菇、双孢菇、栗菇等十余个品种；
果树有大樱桃、葡萄、油桃等 20几个
品种。反季蔬菜年产销量达 86.1 万

吨，年产鲜切花、优质商品种球2.3亿
枝和0.3亿粒。凌源获得中国优质农
产品生产基地、“中国百合第一县”等
诸多殊荣。

凌源市进一步发挥农业龙头企
业的牵动作用，依托产业规模优势，
建设发展了八里堡、四官营子、范杖
子、凌源花卉等 8个设施农业专业批
发市场，总占地面积达 600 余亩，日
销售蔬菜 300 万公斤、鲜切花 60 余

万枝；大力扶持农业龙头企业，成立
农业协会，推广以农民为主体的合
作经济组织形式，目前，全市从事设
施农业产销的龙头企业达 59 家，其
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1 家，省级 15
家，市级 43 家；专业合作社 295 个，
其中，国家级合作社 1 个，省级合作
社 10 个，市级合作社 4 个；家庭农场
41 个，新型经营主体对产业的辐射
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同时，凌源市

重点抓好“一村一品”、超市配送生
产、礼品菜配送生产、线上线下相结
合等新型产销模式，有效地促进了
产业升级。把品牌建设作为重中之
重，注册了“凌源百合”“凌源黄瓜”

“凌源香菇”“凌源青椒”4 个区域公
用品牌，注册了“凌馨”“德源”“木兰
山花卉”“第一枝花”“馨百”等多个
蔬菜、花卉品牌。

近年来，凌源市找准科技投入
着力点，大力发展“互联网+设施农
业”等智慧农业，通过科技特派、大
学进园区、国内外科研院所合作、技
术人员星级服务创建等各种措施，
推进市、乡、村、组、户五级科技服务
网络有效运作。截至目前，新品种、
新技术实验示范基地已落地转化测
土配方施肥、东方百合种球国产化、
香菇优质栽培等新技术 56 项，引进
推广蔬菜花卉食用菌新品种 92 个；
在企业建立了专家工作站、学会服
务站等省级以上研发服务机构 12 个

（国家级两个），累计开展培训 69次、
培训 4100 余人，设施农业向品种优
良化、技术集成化、生产标准化、产
销品牌化、效益最大化方向发展，科
技对设施农业的贡献率显著提升。

设施农业成为凌源乡村振兴支柱产业
已发展集产销于一体的龙头企业59家、专业合作社295个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日
前，凌源市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试点县，这是凌源市农业产业获
得的又一重大示范性工程，对于
推进凌源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重
要的里程碑意义。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
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农产
品“卖难”问题、实现优质优价带动
农民增收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凌源智慧农业发展较早，近两年来
积极适应“互联网+农业”的要求，
推动了一系列农产品深加工项目
进一步做大做强，并努力扩大市场
销售。其中，“出村进城”是该市农

产品深加工产业谋求的主要目标，
该市组织申报了花卉、设施蔬菜、
食用菌三种农产品，分别对应区域
公用品牌“凌源黄瓜”和“凌源青
椒”“凌源百合”“凌源香菇”。凌源
获批试点县后，将得到政策性银
行、保险公司、金融服务机构、电商
服务企业等试点支撑企业对试点
工作提供的专项政策支持。这将
进一步带动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和
农村创业创新，推进优质特色农业
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打通信息流
通节点，形成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
信息流通闭环，提高生产智能化、
经营网络化、管理数字化水平，提
升优质特色农产品供给效率。

凌源获批“互联网+”农产品出村
进城工程试点县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今
年，凌源全市244个村领办合作社，
落实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乡村
振兴项目166个，全市243个村集体
经济收入均达到 5 万元以上，10 万
元以上村达到60%以上。

今年以来，凌源市依托合作社
等经济实体，在全市范围内打造特
色种植、规模养殖、农产品加工等
25个党员创业致富示范基地，带领
农民走上脱贫致富路。凌源市按照
有突出的运营主体、有一定的产业
规模、有良好的运营机制、有可观的
资金收益、有显著的“红色”标识、带
动农民致富能力强、带动脱贫攻坚
作用突出的“五有两带”标准，围绕

全市244个村领办合作社，推行“党
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模式，落实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乡村振兴项
目166个。凌源市以示范基地为平
台载体，结合“三向培养”工程，通过
从本地致富带头人中选培、从退役
军人中推优、从优秀外出务工返乡
人员中吸纳等途径，将 287 名农村
致富能手发展成党员；采取拓宽致
富视野、开展技能培训、给予政策扶
持等方式，引导致富能手领办创办
致富项目，带领村民致富。目前，已
培养党员致富能手 503 人，领办创
办生猪产业园、苹果百合庄园等项
目76个，带动贫困群众3172人增加
收入。

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上村
超过60%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目
前，凌源市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
业，对 2020 年离校未就业的高校
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事业单位
招聘和凌钢集团招聘安置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 55 人，重
点帮扶贫困人口就业，公益岗位
兜 底 安 置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劳 动 力
119 人。

年初以来，凌源市采取有力措
施，不断优化、拓展就业扶贫渠道，
全力做好就业扶贫工作。凌源市
积极开展招聘活动促就业，截至目
前，累计开展线上招聘 135 批次，
推送就业岗位 7839 个，用工企业
达 712 家。开展线下招聘会 18 场，
参与用工企业 764 家，提供各类就

业岗位 4452 个。突出抓好职业技
能提升培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培训方式，不断加大职业技能提
升培训工作力度。截至目前，共培
训 2626 人，其中，线上培训 337 人，
高技能培训 219 人，贫困人口培训
349 人，新型学徒制培训 113 人，普
惠制等各类培训 1608 人。有效落
实稳岗补贴政策，凌源市人社局提
高办事效率，优化办理流程，精简
证明材料，压缩办理时限。目前已
审核通过 114 家企业，共计发放稳
岗补贴 244.6 万元，惠及职工 7142
人。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积极做
好创业担保贷款发放工作，新建扶
贫车间 6 个，扶持创业、带动就业
133人。

公益岗位兜底安置贫困劳动力
119人

本报讯 近年来，凌源市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
承发展”的方针，加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力度，挖掘古老的非遗
资源，推动非遗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全市非遗重点艺人达2000余人，非
遗新秀达200余人。

凌源先后被省文化和旅游厅、
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民间皮影艺
术 之 乡 ”“ 中 国 民 间 文 化 艺 术 之
乡”。拥有各级非遗保护名录项目
21个，其中，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1项，入选省级

非遗名录项目1项、市级9项、县级10
项。拥有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50
人，其中国家级2人，省级3人，市级9
人，县级36人。参加国家、省、市级展
示展演活动，屡获金奖、大奖。

凌源皮影戏多次亮相辽宁大剧
院、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沈阳音乐学
院，为外宾及参访团进行专场演
出。振声影雕多次走出国门展出，
声名远播。经过积极申报，凌源皮
影戏和振声影雕在 2019 年被确定
为我省外宣精品项目，成为一张亮
丽的文化名片。

张 昆 本报记者 张 旭

凌源挖掘培育非遗重点艺人
2000余名

日前，凌源市举办以“扬帆筑
梦 ，就 创 未 来 ”为 主 题 的 朝 阳 市
2020 年域内外企业用工（大连专
场）招聘会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
重点群体就业招聘活动，214 家企
业前来招聘，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8923个，涵盖了教育、农业、机械制
造、生产加工、金融服务、通信技术、
电子商务等领域 898个工种。2000
余名大学生、退役军人、农民工进场
应聘。

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为重点群体就业搭平台

40 多栋大棚依次排开，大棚
里，双孢菇旺盛地生长着，村民正
在采摘蘑菇。“我们合作社从 3年前
开始建大棚，主要生产双孢菇，带
动全镇的贫困户户均增收 500 元以
上 ，贫 困 户 在 这 里 劳 动 ，年 收 入
5000 元以上。”11 月 8 日，在凌源市
刀尔登镇兴旺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在
发展特色食用菌的同时，兴旺合作
社还养殖梅花鹿，并在去年建设了
食品公司，专门生产特色产品鹿肉
酱，带动30人就业。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凌
源市看准特色产业的带动能力，对规
模化特色产业给予扶持。双孢菇、鹿
肉酱、小红薯、水果番茄、水果黄瓜、
大樱桃……如今，凌源市特色扶贫产业
已发展到6个系列30多个品种，年带动
贫困户户均增收800元以上。

2018 年，宋杖子镇率先引进大
连大樱桃种植项目，其后，该镇发展
大连大樱桃种植基地3个，共200余
亩，带动了贫困户增收。该镇百草
源林药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凌源率先
种植中草药，专供山西的制药厂，产

品供不应求，该镇积极支持合作社
扩大生产规模，今年，合作社新建的
批发及深加工产业基地项目主体工
程已竣工，在全市8个乡镇发展种植
基地 8000 多亩，带动众多贫困户脱
贫致富。

大王杖子乡是凌源主要的荷包
猪养殖基地。2019 年，借助脱贫攻
坚，大王杖子乡通过招商引资，引进
了禾丰牧业有限公司标准化荷包猪
养殖项目，并将该项目打造成特色
扶贫养殖项目。项目总投资 1.5 亿
元，占地 160 亩，猪舍面积达 2.41 万

平方米，年出栏商品种猪 7万头、产
值7000万元、带动就业70人。

为扩大特色脱贫攻坚产业规
模，凌源市注重发挥典型带动作
用。瓦房店镇通过引进能人，优化
产业布局，逐渐形成了李杖子村中
草药、瓦房店村酒高粱等种植示范
基地。同时，做好“五小”产业宣传
引导，在充分尊重农户发展意愿的
基础上，先后培育了十余户各具特
色的“五小”产业发展户，进一步强
化示范引领，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助力贫困户增收致富。

特色产业鼓起贫困家庭钱袋子
本报记者 张 旭

速览 SULAN

图说 TUSHUO

凌源市三十家子镇引进的年产25万立方米连续平压中纤板飞地项目。 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凌源市刘杖子乡建设葡萄小镇。 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