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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这
是2021年灯塔市5.5万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的续建工程，这条水渠今春
开始动工，施工进程始终按计划推
进。”6月15日，灯塔市铧子镇大达连
沟村的一处水田里，灯塔市农业农村
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海波向记者介绍，
目前，灯塔市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57.78万亩，涉及全市13个镇街。

“水渠由土变成了水泥槽，水流
得顺畅，上水快；渗漏也少了，特别省
水。”“玉米地有了排水沟，防涝增
产。”对工程建设带来的益处，附近村
民的切身感受最有说服力。

2021年，灯塔市实施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5.5万亩，包括旱田 5万亩、
水田0.5万亩。项目区分布在灯塔市
铧子镇 27 个村，计划总投资 7000 万
元，由国家、省投资和市、县配套资金
组成。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土壤改良、
灌排工程和田间道路工程三部分。
2021 年，灯塔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共划分 31 个标段，于当年 9 月全
面部署开工。受季节性因素和极端
恶劣天气影响，5.5 万亩高标准农田
建 设 任 务 当 年 完 成 量 不 到 60% 。
2022 年 3 月初，项目续建启动，随着
施工单位的陆续进场复工，现已顺利
完工交付。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农业

农村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任务。
灯塔市高标准、严要求积极推进，组
织相关专家，成立工程技术监督组，
随时排查项目推进情况，督促施工单
位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

“项目 31 个标段由四家监理单
位分管，每个标段配备一名监理。”
张海波说，项目涉及的镇街和村安
排专职人员配合施工单位做好本区
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作，避免在
施工过程中出现意外影响工程进度。
施工单位根据每个标段工程建设内
容，合理安排工期，采取先田间后外围
的施工顺序，平行与立体交叉的施工
方法，抢抓工程进度。监理单位配备

充足管理人员，全面履行监理职责，
随时对发现影响工程进度问题的关
键因素提出科学的措施意见，保证项
目进度按计划进行。

据了解，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将极大地改善项目区耕作条件，实
现路成网、田成块、地平整、渠相通、
旱能灌、涝能排的标准；提高农机作
业化水平，为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奠
定基础；提高抗灾能力和粮食生产
能力，促进农民增收。仅上述建设
的 5.5 万亩高标准农田，每年可新增
粮食生产 470 万公斤，实现“藏粮于
地”，保障农业稳产增产，保障粮食
安全。

灯塔市建成高标准农田57.78万亩

本报讯 “如今，小区环境越来
越好了，邻里更加和谐，大家其乐融
融。”6 月 15 日，灯塔市铧西社区居
民一边休闲健身，一边感慨地说。

这得益于灯塔市通过创建城市
党建新模式，建强网格体系，建立基
层治理信息沟通平台，加大党群阵
地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打通基层治
理“神经末梢”，增强了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水平和带动能力，进一步提
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铧西社区是灯塔市采煤沉陷区
的安置小区，小区居民大多由农村
动迁而来。初到社区，不少居民生
活十分不适，邻里矛盾纠纷不断。
社区党委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引导
居民参与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并
搭建社区工作微信平台、共享共治
管理平台、社区志愿者服务平台以
及科技安全防范阵地和人工安全防
范阵地，构建起区域统筹、上下联

动、共建共享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新格局。

基层治理关键在街道社区，灯
塔市不断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在
区域内各项事务中的领导、统筹、
协调功能，构建以街道党工委为核
心，以社区党委为基础，辖区单位
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党建工
作格局，成立了街道“大工委”和社
区“大党委”。

今年以来，依托街道“大工委”、
社区“大党委”，灯塔市整合多方资
源，互相提供资源、需求、项目“三
张清单”，对照清单双向联系、双向
认领、双向服务，以“三单制”整合盘
活区域内信息、阵地、文化、服务等
资源，统筹解决小区停车、垃圾治
理等民生需求，促进组织共建、活
动共联、资源共享，不断增强城市
基层党建整体效应。

王 威 本报记者 严佩鑫

加强基层治理精准服务群众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6
月 16 日，伴随着“利用水泥窑无害
化协同处置污泥”项目的竣工，台泥

（辽宁）水泥有限公司成为我省首家
利用水泥窑无害化协同处置污泥的
厂家。

辽宁台泥“利用水泥窑无害化
协同处置污泥”项目总投资2100万
元，采用目前国际最先进的利用水
泥窑无害化协同处置污泥技术，采

用计算机网络集散控制，建设两套
干湿污泥处理系统，淤泥经过水泥
窑的高温煅烧和无害化处理，变成
了水泥熟料，每年可处理市政污泥
12万吨。

该项目的竣工和投产，解决了
辽阳城镇污泥处置难题，使污泥“变
身”资源，实现绿色、循环和可持续
发展，推进了辽阳“无废城市”建设
的进程。

无害化协同处置污泥项目竣工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6
月 16 日，记者获悉，为持续深化工
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督促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切实
履行法定职责，有效防范化解工贸行
业重大安全风险，灯塔市于6月初至9
月上旬，以钢铁、铝加工（深井铸造）、
涉粉作业10人以上的粉尘涉爆企业
为重点，开展全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百日清零行动”。

为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有效防范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坚
决遏制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灯
塔市统筹组织安排，结合企业数量、类
型分布、力量配备等，制定了“百日清
零行动”实施方案。灯塔市要求逐企
制作签订清零行动承诺书，推动企业

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
任人责任，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改，留
存影像视频见证资料。

在开展“百日清零行动”期间，
灯塔市每月组织召开一次专班研判
会议，调度协调工作，研究推进措
施，部署调整阶段性任务，研究解决

“百日清零行动”过程中遇到的突出
难点问题。同时，结合安全生产月
活动，灯塔市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作
用，对“百日清零行动”进行广泛宣
传，营造浓厚舆论氛围，通过全市
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百日
清零行动”，夯实监管基础，防范重
大风险，整治安全隐患，坚决完成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贸
行业重点整治事项清零任务。

工贸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启动

灯塔市供电公司推广建设充电
桩、光伏发电、电蓄热供暖等新能源
项目，以满足绿色出行和生活需
要。目前，灯塔市已建成光伏发电
607 户，充电桩 34 个；电采暖、煤改
电、地源热泵用户已达629户，以绿

色电力为核心、新能源为主体的多
维能效生态圈正逐步形成。

图为 6 月 15 日，国网辽阳灯塔
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向客户推广普
及智能用电系统。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摄

推广绿色电力共建美丽家园

近年来，有着“皮
草之都”美誉的灯塔
市佟二堡镇，立足市
场优势，集聚产业力

量，不断加快转型发展步伐。
做强做大皮装裘皮主导产业，
打造皮装、裘皮集聚地；整合服
装、鞋帽等轻工产品，打造轻工
市场集聚地；做强做大淡水鱼、
蔬菜、生鲜市场，打造农产品生
产和加工集聚地……下一步，
佟二堡将全力建设全国知名的
轻工产业城，着力培育十大知
名品牌，各类经营市场面积达
到150万平方米，经营业户达
到3000户，线上线下交易额
实现300亿元。

今年6月是第21个全国“安全生
产月”，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的安
全意识、文明意识，强化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灯塔交警进企业、进学校、进
社区、进工地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活动中，民警紧扣“守法规知礼
让，安全文明出行”这一主题开展宣

讲，同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讲解随
意变道等交通陋习所带来的严重后
果，提醒驾驶人及群众提高自身交
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自觉
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文
佟德君 摄

开展主题宣讲倡导文明出行

灯塔快讯KUAIXUN

图说 TUSHUO

上世纪 80 年代，勤劳智慧的佟
二堡人用一台台缝纫机书写了改革
开放时代里小镇变身皮草之都的传
奇；互联网时代，大众消费方式转变
与传统实体店销量下滑给佟二堡人
带来了新的挑战。

困难面前，佟二堡人骨子里敢为
人先的创业创新精神没有丢，他们凭
借着敢闯敢拼的气魄给自己赚来了
柳暗花明的事业转机。

4 年前，一部手机，一名主播，颠
覆了传统的“开门迎客”模式。如今，

“直播+电商”模式在佟二堡风生水
起。作为佟二堡地区知名的皮革产业
旅游集散中心，海宁皮革城紧抓电商
发展潮流，建立电商直播中心、打造电
商产业孵化基地，加速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传统的商业地标正焕发出新的
活力。

6 月 15 日下午，记者在灯塔市佟
二堡镇海宁皮革城电商基地看到，从
业人员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直播、备货、发快递……

自 2019 年 5 月正式投入运营以
来，经过两年多发展，佟二堡海宁皮革
电商产业孵化基地布局多平台，与快
手、抖音、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建
立合作关系。目前，电商产业孵化基
地快手产业带签约主播 700 余名，抖
音、淘宝、拼多多规划平台店铺 100

个，全网粉丝超9000万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成为零售业发展新
方向，视频直播卖货成为新常态。伴
随着快手、抖音等直播平台为代表的
视频电商在佟二堡镇迅速兴起，全镇
大型电商直播中心面积达 8.1万平方
米，销售品类涵盖纺织服装、箱包鞋
帽、日用百货等轻工产品。

近年来，借助“佟二堡·中国皮草
之都”的品牌效应、货源供应、物流体
系、配套服务等资源，佟二堡镇同步实
施“电商网店”和“实体商户”的“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全产业链型
电商基地，全力打造东北电商城。

在佟二堡海宁皮革城电商产业孵
化基地，一部手机、一个支架，电商主
播们正在镜头前推销自家商品，主播
们说得起劲儿，店家订单接得开心，快
递员异常忙碌。在这里，四五个人就
能形成一套“直播—运营—售后”的电
商直播产业链闭环。

佟二堡现有海宁皮革城电商产业
园等大型电商直播供货中心 8 处，电
商供应链企业（商户）超1000户，供应
链商品以皮装裘皮服饰、箱包、鞋帽为
主，同时涵盖四季服装、化妆品、食品、
农产品、小家电等1000余个品类。现
有平台主播1800人，带动相关就业人
员近2万人。

搭乘电商快车 完善全产业链

聚合产业力量 描绘转型图景
——灯塔市佟二堡镇立足优势谋求多元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文并摄

“快看，这黄颡鱼长得多肥啊！”
“今年淡水鱼的行情不错，咱这儿的
鱼品质好，不愁卖！”6月15日，灯塔
市佟二堡镇徐台村的鱼塘边，村民
们兴奋地忙着捕鱼、装车……

佟二堡镇淡水鱼养殖总面积
5464 亩，有 130 余户从事淡水鱼养
殖，养殖品种有黄颡鱼、鲶鱼、鲤鱼、
泥鳅等，年产量约 1.5 万吨。已有
41 年历史的灯塔市忠信淡水渔业
有限公司坐落在徐台村，是一个集
淡水鱼良种繁育、饲料加工、商品鱼
养殖与经销于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主要养殖品
种有四大家鱼和黄颡鱼、鲶鱼、框镜
等名优品种，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以
及韩国、日本等国家，年销售商品鱼
1万余吨，年销四大家鱼和黄颡鱼、
鲶鱼、框镜等优质苗种5亿尾以上。

这只是佟二堡镇坚持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一个
缩影。今年，佟二堡镇聚合灯塔葡
萄、灯塔大米、淡水鱼、北虫草等灯
塔优质农产品，着力推进淡水鱼交
易市场、姜家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
以国家4A级旅游购物景区为依托，
充分发挥佟二堡改革开放史馆作
用，积极发展皮草特色购物旅游，推

进安澜寺景区周边建设。
“从现场勘查到竣工验收，每

个环节都有你们负责组织协调，整
个临时用电项目只用了 7 个工作
日就全部完成了，比我们预计的快
了许多。”6 月 15 日，灯塔市佟二堡
镇东升村灯塔市金昌现代农业物
流园区项目施工建设现场，项目负
责人侯永丰对“专属电保姆”服务
团队成员说。

总投资2亿元的灯塔市金昌现
代农业物流园区项目占地 125 亩，
项目规划建设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
米 ，淡 水 鱼 交 易 区 档 口 120 间 ，
2.5万平方米；蔬菜水果交易大厅建
筑面积 1000 平方米；海鲜、冻品交
易区 1000 平方米；淡水鱼水族馆
等。园区内另配有宾馆、质量检验
检疫中心、加油（气）站、加冰、加氧、
加水、车辆维修站、电商交易平台等
相关配套服务设施。

灯塔市金昌现代农业物流园区
项目是省重点建设项目，也是佟二
堡转型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具体依托。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稳定向好，物流园项目将加速
开展施工建设，预计在 9 月末完成
项目的整体施工。

三次产业融合 助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在发展主导产业的同时，
佟二堡镇积极向生产秋冬服装转型升
级，目前已有 100 余家企业转型生产
轻工产品，加快与本土电商融合，形
成电商货源供应基地。

在巩固发展皮装裘皮主导产业
的同时，佟二堡镇坚持富民强镇，突
出高质量高效益，加快建设全国知名
的轻工城，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
入驻，鼓励本土企业转型生产轻工产

品，突出佟二堡地区产业特色，加快
引导企业向非皮服装等轻工产业转
型升级。同时，依托展会市场及海关
商检通关优势，积极发展外向型经
济，走国际化道路，不断提升皮装、裘
皮产品质量，瞄准国际市场，实施国
际品牌策略。

随着互联网迭代更新，商业地产
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趋势，重塑消费场
景，购物中心数字化建设进入加速

期。佟二堡海宁皮革城计划投入
7000 万元用于数字化建设转型升
级。同时，佟二堡海宁皮革城还将投
资 1.2 亿元，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在整个工艺流程中，不产生
大气、液体、固体废弃物等方面的污
染物，也不会产生大的噪声污染。

今年，佟二堡镇继续引进专业设
计团队入驻，并鼓励本土企业增强研
发、设计能力，引导企业针对电商销

售特点研发设计，转变以往以产定销
模式，提高生产加工效率。

未来几年，佟二堡镇将着力培育
十大知名品牌，力争到 2025 年末，引
进100家省内外轻工企业入驻工业园
区，四季服装年生产能力提高到 800
万 件（套），国 内 市 场 占 有 率 力 争
40%；各类经营市场面积达到 150 万
平方米，经营业户达到 3000 户，线上
线下交易额实现300亿元。

质量效益优先 加快产业升级

忠信淡水渔业有限公司员工捕捞黄颡鱼。

海宁皮革城电商产业园直播间里，主播在镜头前展示裘皮服饰。

佟二堡镇立足皮装裘皮主导产业，打造全产业链型电商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