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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SHOUJI

“房子是 2018 年政府为我家出资 4 万元
新建的。今年我家十几亩地打了1万多公斤
大苞米，加上我在村里看松塔、起药材等打工
赚的钱，我们老两口今年纯收入能到3万元！”
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新民屯村曾
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孟繁利说。

12 月 6 日，记者在孟繁利家门口看到，

虽然是冰天雪地，但挡不住村民勤劳致富
的热情。在门前的重型卡车前，十几名村
民正围着一台玉米脱粒机，用锹将苞米棒
送进机器，传送带将脱好粒的玉米输送至
卡车货仓。

村里的山坡上，依次排开的有机蔬菜大
棚内，水萝卜刚刚发芽，明年元旦左右就能上

市，一直能卖到春节前。
2016 年，新民屯村搞起黄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还建起有机蔬菜大棚。除了传统的玉
米种植外，这些年还在山地种植龙胆草、黄
精、苍术等中药材，效益相当可观，村民收入
逐年提高。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新民屯村：风雪挡不住致富的脚步

本报讯 日前，丹东市公安局
元宝分局仅用 3 天时间，就成功破
获一起涉案金额达 1370 万元的涉
企诈骗案，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300 余万元。这是元宝区警方从
快、从严打击涉企违法犯罪，打造

“三个绝不”窗口，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的战果。

元宝分局在服务群众上用真功，
打造“爱民、便民、利民”的阳光服务
窗口，强化服务措施，延伸服务触角，
切实改进和提升服务质量，绝不让服
务在窗口打折，绝不让形象在窗口受
损，绝不让失误在窗口发生。

“一次告知，一次办结”，通过建
立绿色通道，对符合当场办理条件且

申报材料齐全的，当场予以办理，让
群众真正感到“服务很全面、办事很
方便”。年初以来，该局民警上门服
务 300余次，急事急办 158件。民警
通过开展入户走访、上门送证等活
动，让群众对服务态度、工作作风、工
作质量等进行现场评价，及时整改到
位。严格执行《管理工作规范》，以刚
性执行标准抓好落实。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元宝分局
注重服务与打击并重，全力为辖区企
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治安环
境。连日来，该局先后破获涉企刑事
案件12起，涉企治安案件12起，为企
业挽回经济损失1814万元。

汤 海 本报记者 王卢莎

“三个绝不”打造营商好环境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记
者12月6日获悉，近期，太平湾合作
创新区充分发挥体制机制创新、国资
国企综合改革特别示范区等政策叠
加优势，多措并举，持续提升营商环
境“软实力”，吸引产业项目入驻落
地，首批 8 家企业到太平湾安家落
户，还有多家央企、国内外知名企业
正在就项目合作和入驻进行洽谈。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太平
湾合作创新区对标深圳前海政务服务
模式，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审批时限、
提高服务效能，实现“一口受理、一门
审批、一网服务、一枚印章”集成化服

务；建立健全项目建设落地保障机制，
结合项目进展、产业定位、投产情况开
展全过程投资服务；推行招商引资“项
目负责人制”，从项目洽谈、准入到落
地，实行全程代办、帮办，为投资企业
提供周到、贴心、优质的服务。

氢能产业是太平湾合作创新区
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深圳稳石氢
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氢能领域的
知名企业，专注于氢能源技术的研发
与应用。近日，该公司在太平湾合作
创新区注册了大连稳石氢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入驻太平湾的
产业公司。

太平湾合作创新区
首批迎来8家企业落户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12月
6 日，记者从沈阳市商务局获悉，日
前，沈阳市为辽宁辰晟越洋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签发了我省首单出口欧洲
斯洛文尼亚的二手车出口许可证，标
志着我省二手车出口实现“零”的突
破，同时正式开始了我省汽车整车出
口模式转型的新起点。

据了解，根据商务部、公安部联
合下发的有关文件，国内 20 个城市
获批成为第二批开展二手车出口业
务地区，其中我省有沈阳与大连两个
城市。今年 4 月，经商务部批准备

案，辽宁辰晟越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等沈阳市 4 家企业取得二手车出口
资质。为帮助企业熟悉、掌握二手车
出口许可证申领办理流程，沈阳市开
展了二手车出口专题业务指导及培
训，指派专人对企业申领电子秘钥、
商务部专网申报、无纸化通关等软条
件进行跟踪指导，确保二手车出口许
可证顺利申领。

下一步，沈阳市将进一步推进二
手车出口业务，继续做好企业指导和
服务工作，壮大二手车出口业务发展，
助力沈阳市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沈阳签发我省首单
二手车出口许可证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12
月3日，丹东市元宝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金山市场监管所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专业市场党建工作指导站揭
牌。指导站成立后，将发挥指导监督
和服务基层作用，把非公党建工作融
入市场监管、服务企业的全过程。截
至目前，丹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
基层市场监管所已成立 37 个“小个
专”党建工作指导站。

在丹东市委组织部的指导下，年
初以来，丹东市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完

善了“小个专”党建工作指导站、指导
员、联系点等工作机制，制定出台了
相关规章制度。全系统依托基层市
场监管所先后成立了37个“小个专”
党建工作指导站，选派党建工作指导
员 39 人，逐步实行“一所一站”。同
时，建立非公党建工作联系点19个，
落实开展“一联五建”活动职责。今
后，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托“小个专”党
建工作指导站，加强对“小个专”的引
导和帮扶，为“小个专”解决经营发展
中的问题，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丹东建37个
“小个专”党建工作指导站

大道如虹筑坦途
——凌源市交通运输局强化路网建设打造高品质出行环境

我省第一条绿色公路“绥三线”
在凌源建成通车；

朝阳地区第一高桥——胡家沟
大桥工程完工；

朝阳地区第一项普通公路隧道
工程——前槽岭隧道和胡家沟岭隧
道工程主体完工……

一条条崭新的公路如彩练飞舞，
一座座新建的大桥、隧道纵横交错，
在凌源大地上构筑起东接西联、南通
北达的交通路网。

近年来，凌源市交通运输局认真
贯彻落实辽宁省、朝阳市重要决策部
署，殚精竭虑谋发展，砥砺奋进勇向
前，在全市境内形成了以高速路、国
省干线为主动脉，与县、乡级公路相
衔接，与村通公路相连通的四通八
达、畅洁优美的公路网络，交通运输
事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
越，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十三五”期间，凌源市交通运输
局累计向上争取资金 11.25 亿元，新
建公路工程668条，新建桥梁394座，
大中修 348.9 公里；国省干线工程投
资4.52亿元，争取项目 11 项；争取农
村公路总投资6.17 亿元，全市248 个
行政村全部通硬化路，群众出行条
件极大改善。2020 年，凌源市成功
获得辽宁省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荣誉称号，市交通运输局获得“省
级文明单位”殊荣。

强筋壮骨
构建立体交通网

道路是城市的血脉，血脉畅通，
城市的发展步伐才能加快。凌源市
坚持把交通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
要工作来抓，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交
通布局，提升公路等级，让城市的发
展空间得到有效拓展。

国省干线工程持续发力。今
年，全市涉及工程项目 5 项，道路全
长 16.8 公里，桥梁 191.52 米/10 座，
隧 道 1439 米/2 座 ，平 改 立 工 程 1
项。前槽岭隧道和胡家沟岭隧道工
程主体完工；长深高速凌源出口道
路加宽改造工程竣工；京沈线与铁
路锦承线双庙子道口平改立工程
预计明年 9 月底完工；凌兴线（卧牛
石至大梁底下段）改造工程、省道
老宽线（凌源东桥至南桥段）养护
工程和省道老宽线（南店至大煤岭
段）养护工程均已顺利完工。协调
成立凌绥高速公路（凌源段）项目
建设指挥部办公室，项目进入放样
核量阶段。

园区路工程建设如火如荼。为
助推园区产业发展，凌源市下大力
度，营造优越交通环境，开发区兴昌
大道道路工程、兴万大道道路工程、
红文线（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白河大
街）道路工程先后完工，今年新建的
文南线工程全面开工。

场站建设迅猛发展。凌源市牛
河 梁 站 站 前 广 场 工 程 总 投 资 为
7613.07万元，工程分地上、地下两部
分，其中，地上人流疏散、休闲广场面
积17355.69平方米，地下停车场面积
16021.13平方米，绿化面积3549.74平
方米。

提档加速
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凌源市把农村公路建设作为重
要民生工程，以“建好、管好、养好、
运营好”为目标，全力以赴、提档加
速，铺就一条条产业路、致富路、民
生路。

今年，凌源市争取农村公路新改

建工程资金1.179亿元。新改建农村
公路水泥路面工程 119.8 公里、桥梁
工程 83 座、过水路面工程 121 处、维
修改造工程82.3公里、水毁恢复工程
3479.2立方米，农村公路的管理质量
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加强工程质量
监督，严把市场管理关、材料监督
关、安全管理关，市辖区内公路工程
监督覆盖率和监督质量合格率双双
达100%。

实施智慧公路管理。市交通运
输局投资200余万元，建设智慧路长
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县乡村三级互联
互通互动，路域实景实时回传。通过
资源整合，实现了人员管理绩效化、
档案管理智能化、客货运车辆管理实

时化、危险路段全域覆盖、应急抢险
远程指挥的目标。

昔日功能单一的水泥路，如今已
变成纵横交织、环境优美的“四好农
村路”，行政村通车率达到100%。松
岭子镇荣获辽宁省省级“四好农村
路”示范乡镇荣誉称号。

建养并重
多管齐下保道路畅通

一条好路三分建，七分养。凌源
市公路养护工程始终坚持建、养、管
并重，畅、安、舒、美相统一的原则，将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和“四好农村路”
建设相结合，养护总体水平居辽宁省
和朝阳市前列。

深化干线公路专业化养护。加
强路域环境整治，整修公路路基 11
条，治理农田侵占2100平方米，清运
沿线垃圾杂物 1.7 万立方米；完成公
路绿化新植、补植27余公里，栽植乔
木、灌木 7.5 万余株，栽花 26.6 万株；
公路小修工程，处理沉陷、坑槽、翻
浆等病害3073平方米，贴缝2万延长
米，更换里程碑、百米桩、道口标注等
518根。

实施农村公路精细化养护。大
力推行三级路长管理模式，落实“四
定”要求，做到职责上墙、责任到人、
巡查建档、管见成效，真正实现了“养
管”同步。新植、补植路树 439.1 公
里，成活率达 85%以上；清理边沟

351.7 公里，清理垃圾 54632 立方米，
公路整修 587.2 公里，省级标准路养
护65.5公里；全市乡级公路好路率达
到85%以上，村级公路路面铺装路段
好路率达到80%以上。

一体规划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凌源市交通运输局不断深化
交 通 运 输 改 革 ，加 强 交 通 行 政 职
能管理，保障运输系统稳定运行，
让 广 大 群 众 拥 有 更 多 获 得 感 、幸
福感。

加快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进
程。目前，已编制完成城市公共交通
规划与城乡公交一体化规划，并通过
行业内专家评审；严厉打击非法营
运，查处非法营运车辆80余台；优化
营商环境，实现“一站式”办公、“一条
龙”服务，车辆年度审验2707台，换发
道路运输证558个。

抓好货运行业监管。制订突发
事件紧急救援预案，协助上级部门
进行危货企业排查，立查立改；加强
危货运输企业重点监管，开展燃气
安全大排查大整治；重点抓好“两客
一危”车辆动态监控监管。

大道通衢天地新，坦途铺就幸福
路。迈步新征程，凌源交通人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奋战“十四五”，
描绘多彩美丽的交通新画卷。

王雪利 成 文

经过绿化养护后的京沈线凌源段。（资料片）

在本溪农村，长期以来流传着
这样一句顺口溜：“收了今秋粮，农
闲替农忙。”然而，记者近日在本
溪部分县区采访时却发现，这句
顺口溜正悄然改变，取而代之的
是“收了今秋粮，农闲变农忙”的
火热景象。那么，山城的乡间能
人缘何把农闲变成了农忙？他们
在忙些什么？农忙为他们带来哪
些收益？带着一连串问号，记者
展开了调查。

理念之变——
产业四季无断点

桓仁满族自治县八里甸子镇
大南沟村是记者走访的第一站。
时值 11 月下旬，恰处于传统观念
中的农闲季，而且这里刚刚下过
几场瑞雪。可是，大南沟村村民
却并没有为“猫冬”找借口，他们
以雪为令，早已将进出村和通往
田间地头的道路打扫得干干净
净。“要想富，先扫路。我们的苗
木正忙着往外运呢，影响了拉苗
的车通行，那咋可以呢？”村民王凤
艳笑着说。

顺着王凤艳手指的方向，车行
大约 20 分钟，就到了大南沟村苗
木产业基地。此时，不少村民正踏
着积雪，忙着将地里种植的刺槐、
五味子等树苗挖出来，准备出售。

随着国家生态发展战略的稳
步实施，大南沟村充分利用当地的
自然资源，结合本地特点发展苗木
产业，带领村民走上了增收致富
路。村里还着手将苗木产业和旅

游业融合，让四季无断点。

追求之变——
边学知识边育种

近年来，本溪满族自治县高官
镇新农村“两委”采取“公司+村集
体+农户”承包的模式，充分利用
自身优势发展香菇产业，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走进新农村，不见冬闲人。
“有几年了，俺们村的村民基本告
别了‘猫冬’的习惯。春夏秋三季
农忙时，大家忙着干农活，一到冬
天，村民要么扎进大棚里忙碌，要
么往香菇种植大户家里跑，争先
恐后地求经问道。这不，为了让
村民充分利用冬闲时间‘充电’，
村‘两委’前些日子邀请省农业科
学院食用菌研究所和朝阳微生物
研究所的专家来村里传授知识，
村民这些天正边学知识边育种
呢！”新农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郭晓明说。

记者了解到，新农村采用“公
司+村集体+农户+冬闲‘充电’”的
发展模式，极大地激发了村民的致
富热情。截至目前，新农村的香菇
大棚由原来的45个扩建到65个，菌
棒产量从65万棒增加到100万棒。

营销之变——
错峰卖鱼无淡季

记者走访的第三站是本溪市南
芬区下马塘街道爱国村的一户农

家。主人宋玉亮一年四季靠养殖河
鱼为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特别
是冬季，当市面上新鲜的河鱼见少
时，宋玉亮家的河鱼正好上市，能卖
上好价钱，所以，宋玉亮家的冬忙比
农忙还要忙。

“2014年，我承包了村里的一
条山沟，投资50万元，利用冬暖夏
凉的老泉水养殖鲤鱼、草鱼、柳根
子、花泥鳅等河鱼和林蛙，养殖水
面达 3000多平方米。泉水养鱼品
质好、味道鲜，深得消费者喜爱，每

公斤能卖到80多元呢！”宋玉亮说。
宋玉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

年，养殖各种河鱼4000多公斤，预计
收入十多万元。加上养蜂、餐饮等四
季无休的庭院经济，年收入有20余
万元。”

调查越深入，本溪农村冬闲变
冬忙的故事便更加丰富和鲜活，溪
湖区歪头山镇柳峪村三组的草编
产业、桓仁农村的稻米加工业等，
无不成为冬闲季节里热火朝天的
繁忙农事。

本溪乡间喜看农闲变农忙
本报记者 丛焕宇

告别“猫冬”的旧习，转而在冰
封的农村广阔天地按下致富奔小
康的“快进键”，山城农民比着赛地
将冬闲变成冬忙的事实表明，以好
政策为引导，以因地制宜的项目为
支撑，冬闲人不闲就有了撑腰打气
的关键。

勤劳始终是中国农民的底
色。然而，因种种条件所限，农民
渴望冬忙的主动性在客观上败给
了冬寒。

探寻农民“猫冬”背后的深层次
原因，不难发现，“没有好主张，心里
直发慌”是制约农民主动性和能动性
的关键。尤其是在受“八山一水一分
田”地理地貌限制的山城本溪，只有
深入挖掘引入“好主张”，农民致富才
有新方向。

正因如此，近年来，本溪充分发
挥潜能，将一条条好政策变成好
项目，因地制宜地将农业富民项
目打造成新农村经济增长极，山
城各处才有了农民冬闲人不闲的火
热景象。

由此可见，抓项目就是抓发
展。要把项目建设作为农村经济工
作的主抓手，把惠农增收作为项目
工作的一把尺子，久久为功，才能在
广大农村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
抓好项目的浓厚氛围。

抓农村项目建设，展示的是决
心，提振的是信心，赢得的是未
来。紧抓构建农村发展新格局的
政策机遇，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惠
民兴农的好主张，广大农村便会处
处呈现出冬闲人不闲的火热景象。

冬闲人不闲 项目是关键
丛焕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