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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高汉雷报道 美观
大气的楼房、温馨的米色外墙、重新粉
刷的楼道墙面……8月 22 日，记者在
营口市鲅鱼圈区海星街道闽江社区新
兴街改造现场看到，已经完成楼体保
温、楼顶防水和外墙喷漆的 56 号、57
号楼焕然一新。

站在修葺一新的小区里，居民张家
振告诉记者，过去因为老房子环境差、
设施旧，再加上物业管理不到位，在这
里居住21年来，他经常萌生换个地方居
住的想法。“经过几个月的改造，你看，
一幢幢崭新的楼房就在我们眼前，我现

在心里满是欢喜和幸福，再也不想搬家
了。”张家振感慨地说。

今年 4 月，鲅鱼圈区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全面启动，针对2000年以前建
设的老旧小区，鲅鱼圈区总投入超过
8800万元，惠及近2000户居民。此次
改造的老旧小区，在外观上，楼体墙面
年久失修、斑驳破旧；在硬件配备上，
楼体保温性能较差，小区道路坑洼不
平，个别楼房存在漏雨、下水不畅、供
暖管线老旧等问题。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政府要努
力解决的头等大事。经过大量走访调

研并征求群众意见后，鲅鱼圈区于 4
月中旬启动“2021年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涉及 4个社区 15个小区，总计 47
栋楼，全部集中在建成区最早的海星
街道。

家门口的变化让百姓看在眼里、
乐在心里。和张家振一样高兴的还有
老邻居邓晨。看着眼前崭新的家，邓
晨一边竖起大拇指，一边告诉记者：

“改造之前，相关部门事无巨细地征求
居民意见，看图纸、讲设计，这种被重
视的感觉和高效的工程进度，大大提
升了居民的幸福指数。改造之后，环

境变美了，居住条件也上档次了。”
目前，47栋楼正同步进行楼体保

温、楼顶防水和外墙喷漆工程，整个楼
体工程完成了 50%以上。前期，鲅鱼
圈区已经对被改造建筑的下水管网和
供暖管线进行了维修、更换。接下来，
相关部门会根据楼体工程的进展情
况，陆续对被改造小区进行路面硬化、
绿化和亮化，同时进行弱电和监控的
施工。据了解，鲅鱼圈区还要将此次
改造涉及的 15 个小区分别封闭成独
立的小区进行管理，给百姓一个和谐
安定的居住环境。

营口鲅鱼圈老旧小区改造惠及2000户居民

本报讯 记者侯国政报道 今年
以来，大连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就业问
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实施就
业优先政策，主要就业指标基本恢复
到正常年份水平。上半年，全市实现
城镇新增就业 9.01万人，新增就业人
数全省第一，新增就业率位居15个副
省级城市前列。

大连市围绕年度就业目标，狠抓
责任落实，强化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和
政策资金供给保障，支持企业稳定岗
位。今年以来，印发了《大连市2021年
推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工作方案》，
推出15项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承诺，

部署开展22项稳就业重点活动。安排
市投资清单计划 52.6亿元，重点保障
防止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等“六
保”任务的资金需求。“迎新春、送温
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发放一次性稳
定就业补贴 7000 余万元，惠及企业
1.61万家，稳定岗位14.38万个；举办各
类专场招聘活动 181 场，提供岗位
19.54万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57万
人；扶持创业带头人1438人，完成全年
计划的89.9%。

大连市严防规模性裁员失业风
险，盯紧重点时段、重点地区、重点行
业和重点群体，抓好信息采集、分析反

馈、预警预报、应急调控等工作。大力
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加强灵活就业
者和妇女劳动权益保障及服务。出台

《大连市劳动关系“和谐同行”能力提
升三年行动计划》，开展模范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与工业园区评选认定。落实
市区两级劳动关系风险监测预警制
度，完善200家重点监测企业台账，实
行每日零报告制度。

不断织密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网。
大连市为农民工、退役军人和失业人
员提供岗位供给、信息推送、供需对接
等全方位服务，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
清零。特别是持续抓好高校毕业生就

业，上半年，完成 2021 届在连院校各
层次毕业生专业类别数据分析，举办
大连市 2021 年春季人才招聘会暨大
中专毕业生就业洽谈会，556 家用人
企业提供了2.4万个就业岗位，达成就
业意向8848人次。

缓解当前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
结构性矛盾，提高劳动者技能是关
键。为此，大连市加快构建技能人才
培养培训体系，上半年，全市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 81715 人次，完成年度指标
的 90.8%；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1891人，完成年度指标的 94.6%；发放
培训补贴资金4.23亿元。

大连稳岗位送技能促进就业
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9.01万人，居全省首位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记者8月23日获悉，国务院国有企
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正式
批复辽宁沈阳、浙江杭州、陕西西
安和山东青岛四地区域性国资国
企综合改革试验实施方案。其中，

《深化辽宁沈阳区域性国资国企综
合改革试验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就太平湾合作创新区国资
国企综改试验有关事项进行专章
论述，明确提出“支持太平湾合作
创新区开发建设，着力打造国资国
企综合改革特别示范区”。

《方案》明确，支持太平湾打造
改革创新示范高地。围绕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不断延伸发展内涵，打
造成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和东北亚对外开放新前沿。推
进政策创新先行先试，构建区域多
重政策叠加优势，探索以“极简审
批”、过程监管为特征的新型行政
审批与监管服务协作新机制，形成
改革开放的政策高地。

《方案》提出，着力引进电子

元器件、高端制造零部件等新特
奇精高端技术产业落户太平湾。
支持国资国企在太平湾集聚发
展。推动更多中央企业产业板块
基地、功能性总部以及重大产业
项目、基金、科技创新项目落户太
平湾，支持中央企业开展抱团合
作。探索建立工资总额单列管理
机制，市场化开展人才选聘、激励
及退出，优化考核评价体系。支
持太平湾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引
进力度。

此外，通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双轮驱动，集聚和培育一批
高端技术引领的核心企业和产业
集群。加快培育和发展以高端装
备制造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推动
高端船舶及深海装备、航空、新能
源装备、精密仪器等产业落户太平
湾。积极推动构建“公、铁、空、海”
四位一体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及
以综合物流、研发设计、检验检测、
信息咨询、生产服务为核心的现代
服务业体系。

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改革
获国家批复

本报讯 自开展“百企帮百
村”活动以来，铁岭市 124 家民营
企业和社会组织与 120 个村结成
帮扶对子，通过资金、技术、产业帮
扶等方式，累计帮助引进产业项目
24个，提供就业岗位3000余个，修
建村屯道路26.5公里，产业项目投
入2531万元，公益捐赠426万元。

“百企帮百村”活动开展前，铁
岭市委组织部在全市开展了为期
半个月的调研，指导非公企业、结
对村分别建立“资源清单”“需求清
单”。坚持因企制宜、因地制宜、组
织搭桥、双向选择原则，发展了一
批特色产业、解决了一批劳动力就
业、落户了一批捐赠项目。

为确保结对帮扶的持续性和
普惠性，铁岭市积极引导非公企业

在产业、项目、技术帮扶上下功夫，
同时，结合结对村的区位特点、自
然条件，广泛开展“一村一品”创建
活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
动村民致富。

“百企帮百村”实现了让村
民得实惠、企业得发展的目标。
开原胜利牧业公司与八宝镇南
四家子村结成帮扶对子后，合作
建设种鸡、肉鸡养殖场，企业扩
大了生产规模，村集体有了经济
来源；大北农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为结对村提供养殖技术咨询，提
供了 34 个就业岗位；调兵山市惠
民村镇银行与结对村共谋发展
思路，有效解决了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难题……

王 赛 本报记者 狄文君

铁岭“百企帮百村”
让村民得实惠企业得发展

8月22日，在葫芦岛市建昌县亿丰蓝莓山楂
果丹皮生产线旁，沈阳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国家加
工工程技术研发专业中心教授李斌等科技特派
团成员正在指导企业进行新产品研发。

建昌县山楂、蓝莓等特色果品资源丰富，果
实品质优良。但由于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果
品深加工等技术滞后，近几年，当地的山楂、蓝莓

多数被外地客商以低价收购，严重影响了农民的
收益。

为解决这一问题，2020 年 7 月，省科技厅
农村科技特派行动示范工程建昌县蓝莓科技
特 派 团 组 建 ，为 建 昌 县 特 色 果 品 产 业 发 展

“把脉”。
通过调研，科技特派团提出重点发展果品深

加工产业、以开发功能食品为突破口的发展思
路。目前，科技特派团已建成蓝莓基地300 亩，
总计47个大棚，带动5个村提高集体经济收入。
同时，协助企业建成亿丰蓝莓山楂果丹皮生产
线、功能饮料生产线，解决就业238人，帮助企业
开发了8个新产品。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科技特派团助力小山楂做成大产业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8
月，正值北方主要农作物生长的关
键期，而此时的高温高湿天气极易
引起各类病虫害高发。锦州市聚
焦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防控，及早
制定预案，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坚
决打好病虫害防控攻坚战，确保全
市粮食稳产增效。

结合全市主要农作物种植和
分布情况，锦州市及早制定“虫口
夺粮”保丰收行动方案，严格落实
市级虫情监测点170个，确保监测
点数量。同时，强化监测数据质
量，围绕迁飞性、流行性等重大病
虫害，持续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工

作，坚决做到早谋划、早预警、早准
备、早预防。

根据各县（市）区监测点的监
测数据，锦州市加大对主要病虫害
的统防统治力度，经专家会商，决
定以水稻、玉米等主要农作物的二
化螟、玉米螟、黏虫等病虫害为防
治对象。目前，全市共出动农业植
保专用无人机 1760 架次，累计飞
防21个乡镇33个村屯，防护农作
物面积达5.28万亩。通过统防统
治示范和农技人员的宣传指导，使
广大农民充分认识防治病虫害的
必要性，以此带动农民开展“虫口
夺粮”保卫战。

锦州打响
“虫口夺粮”保卫战

狠抓项目建设 推进产业振兴

喀左县现代农业生机盎然
核心
提示

设施农业生产面积4.31万亩，年产优质蔬菜50万吨，实现产值10亿元；
杂粮种植面积达20万亩，带动4.6万农户共同致富；
投资6.3亿元的宏发肉鸡屠宰全产业链项目达产后，产值可达30亿元，带动全产业链的

上千人就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08家，新建20个农产品加工项目，总投资达45亿元。
一项项农业发展成果振奋人心，一批批大企业、好企业纷纷入驻，一个个涉农项目签约落地……行

走在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乡野山村，不论是长势喜人的农业种植基地，还是业态丰富的现代农
业新项目，放眼望去，肥田沃野、乡村锦绣、瓜果满园，到处都迸发着现代农业的盎然生机。

近年来，为彻底摆脱“靠天吃
饭”“雨养农业”的束缚，喀喇沁左翼
蒙古族自治县委、县政府以农业产
业高质量发展为方向，坚持项目为
王、项目为先，按照省委、市委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大力发
展设施农业，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将
其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战略支
撑，以打造百姓身边的“菜篮子”“果
盘子”“米袋子”为目标，实现了现代
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喀左县农业农村局作为农业
工作的重要推进部门，坚持以项目
建设为中心，砥砺拼搏谋发展，凝
心聚力勇向前，农产品深加工持续
推进，设施农业提质增效，乡村振
兴、产业兴旺，农业现代化建设取
得可喜成绩。该县先后荣获首批
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国家级农产品出口质量安全示范
县 、全 国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先 行 先 试
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和省级生态农业试点县等荣誉
称号。

壮大龙头企业
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龙头舞动，产业带动。
喀左县把发展农业龙头企业作

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增
收的关键环节来抓，对农业龙头企业
实行“扶优、扶强、扶大”的原则，多
渠道多形式培育发展农业龙头企业，

不断提高全县农业产业化经营水
平。全县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108
家，涉及蔬菜、畜禽业、林果业、食用
菌、蜂产品等农产品，其中省级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1 家，市级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35 家，出口
创汇企业3家。

提高龙头企业质量和实力。投
资 6.3 亿元的宏发肉鸡屠宰全产业
链项目达产后，产值可达 30 亿元，
带动全产业链的上千人就业；投资6
亿元的蛋鸡养殖和蛋品深加工全产
业链项目达产后，产值可达 35 亿
元；投资 10 亿元的人参和沙棘深加
工保健品及养老项目和投资 5 亿元
的红辣椒种植及深加工全产业链项
目，这些项目投资规模大，链条完
整，产品市场竞争力强，成为县域经
济发展的助推剂。

公营子镇规划占地5.2平方公里
的农产品加工园区，作为“十四五”
期间农产品深加工项目的承载区，预

计每年入驻不少于 5 个项目。到
2025年，园区产值将达50亿元至100
亿元，全县农产品深加工业产值达到
100亿元以上。

辽西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
白塔子大牲畜交易市场，每三天开一
次市，每次上市大牲畜量约 3000 多
头，带动全县出栏量十几万头大牲畜
的饲养，成为全县广大养殖户增收的
重要渠道。通过一企兴一业、一企带
众人等形式，全县龙头企业的示范引
领作用凸显。

加强龙头企业与农户联结机
制。目前全县 65%的龙头企业与农
户都有联结方式，如有机食品联合
体、绿港蔬菜产供销联合体、食用菌
联合体等。企业与农户结成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引导农
民以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与企业形成多样合作经营方
式。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喀左县的
现代农业发展高歌猛进。

狠抓项目建设
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基地

实施项目引领，是农业产业升
级的重要抓手，更是农业农村发展
的澎湃动力所在。

喀左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
业产业建设，按照集中培育一批、快
速晋升一批、扶持壮大一批、重组盘
活一批“四个一批”的运作模式，培
育拳头产品、优势产品和绿色产品
来推进农产品深加工业，培育加工
业新的增长极。去年，通过项目突
破年活动，新建 20 个农产品加工业
项目，总投资达 45 亿元，预计 2022
年之前建成并投产。

创新发展特色种植和养殖基
地。以创建国家绿色农业先行先试
示范区和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
区为契机，该县大力发展有机、绿色
农业和生态农业。围绕特色种植业

和养殖业发展的区域布局，逐步形
成一批特色产业村和产业乡镇，重
点打造杂粮、有机蔬菜、畜禽养殖和
水果生产基地，形成产品引企业，企
业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农业发展
新模式。

加大农业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
力度。千方百计引进农产品加工方
面的大型龙头企业，通过招商引资，
借力发展外向度高的出口创汇龙头
企业和种养加龙头企业。降低企
业准入门槛，放手发展民营和个体
龙头企业，从种养大户中晋升一批
新的龙头企业。形成以省级重点龙
头企业为核心，以市级龙头企业为
骨干，以县龙头企业为基础，以成
千上万个种植和养殖基地为保障
的产业发展格局。

发展设施农业
向土地要效益

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让百姓
的日子“富起来”，喀左县举全县之
力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建设，推进设施
农业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以
菌、果、花为重点，实现设施农业扩
面升级、高质量发展。

农业综合效益整体提升。全县
设施农业生产面积达到4.31万亩，其
中日光温室面积2.69万亩，冷棚1.62
万亩。以设施番茄、黄瓜、甜（辣）
椒、茄子等蔬菜为主的产业基地年产
优质蔬菜 50 万吨，实现产值 10 亿

元。通过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
该县设施农业生产实现了由数量型、
粗放型向规范化、标准化转变；种植
结构逐渐向菌、花、果等特色农产品
方向转换。

重点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对
辽西蔬菜科研所工厂化育苗、天盛
葡萄、健源食用菌、本色有机菜等
企业和大户实行保姆式服务，引导
附近农户共同参与生产，辐射带动
农户 2.07 万户，面积 3 万亩，企业农
户共同打造知名品牌，提高农产品
质 量 ，真 正 实 现 农 业 增 效 ，农 民
增收。

农业可持续发展取得初步成
效。几年来，喀左县培育、发展蔬
菜、花卉、食用菌、葡萄等设施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产销合
作社 30 余家，注册了“喀绿”“罗斯
喀”“余香”等商标，申办 4 个蔬菜绿
色食品标识，保护地番茄、青（辣）
椒、茄子、黄瓜 4 种蔬菜产品被省农
产品交易会评为优质农产品。该县
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
示范区。

谱写新篇促振兴，精心谋划“十
四五”。喀左县农业农村局将以对外
开放合作为突破口，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以项目建设为中心，以增加农
民收入为着力点，推动农业龙头企业
做大做强，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
水平，把喀左建设成“京津冀地区优
质农产品供应基地”。

成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