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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辉发古城。
朝霞将沃野平原抹成亮色，渐渐露

出这座历史文化古镇的生动模样：田野
阡陌间炊烟袅袅；整齐街路边厂房林
立。辉发城镇的一天，就在这秀美诗卷
中，舒展开来。

这一幅美景的绘就，得益于辉发城
镇提出的“以建设活力辉发城、创新辉
发城、生态辉发城为着力点，全力推进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致力辉南
东部率先崛起，打造通化生态旅游小
镇，建设吉林满族风情特色镇，建强国
家级生态镇”的奋斗目标。朝着这一目
标，辉发城镇以其悠久的历史，优美的
环境，丰富的农产品资源，成为松辽黑
土地上新农村建设的一片热土。

近年来，辉发城镇抓住开发“长吉
图”区域经济的契机，紧紧围绕辉南县

“长白山第一门户”发展战略谋篇布局，
大力开展项目建设，截至今年11月末，

全镇工业企业发展到26家，实现工业产
值2.86亿元。农业规模经营发展迅速，
全镇共有种粮大户、产业大户182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66家，农业规模经
营户年产值5000万元。今年，全镇投资
580万元，新增农业大型机械60台，农作
物机械化水平达80%。全镇香瓜、西瓜
种植面积达到5400亩，占旱田总面积的
7%；食用菌种植规模达到200万棒（袋），
特色产业年产值2600万元。全镇共有
牧业小区10个，现存栏牲畜620头、禽4
万只，年产值计1300万元。

与此同时，辉发城人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实现美好愿景，达到跃进目标，没
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就是空谈。资金从
哪里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大胆地求新求
变，大力招商引资。在对全镇的水库、
塘坝、山林、土地、闲置场地等招商资源
进行了调查摸底后，镇里建立了招商资
源数据库，为招商打好基础。依托扈伦

四部之一辉发部都城在镇内的历史人
文优势，以“辉发古城”历史、满族文化
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业；依托众多水
库、塘坝和丰富的山林资源开发生态旅
游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辉发城
镇树立“大招商、招大商”理念，制定一
系列优惠政策，推出招商引资精品项
目，采取乡友招商、以商招商、全民招商
等方式，积极鼓励全镇党员干部招商创
业，积极引进小微企业。

目前，辉发城镇招商投产的项目有7
个，总投资6600万元；招商洽谈的项目有2
个，总投资600万元。完成招商引资6600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500万元。

“过去我们辉发城，垃圾堆、臭水沟
随处都有，街上鸡鸭狗乱跑，院墙东倒
西歪，下雨下雪后，这路上就遍地是
泥。那环境，别提多差了！”走在整洁的
人行路上，王桂萍阿姨说，村屯脏、街道
乱、环境卫生差是过去辉发城环境的真

实写照。
为了建设好自己的生态家园，辉发

城镇以建强“国家级生态镇”为主线，探
索新方式、新措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的步伐。编制了《生态镇发展规划》，生
态文明建设有了系统的中长期发展目
标；成立环境卫生监察大队，实现了环
境卫生常态化管理；招标道路养护工
程，解决了过去集中出工出劳养护不专
业、不及时的问题；购置垃圾车、铲车、
清雪车、清扫车、水车、剪草机等环保、
绿化机械设备，提高了环保工作效率；
建立生态环保考核评比机制，强化了生
态文明建设责任意识；增加投入，扩大
了生态建设规模。今年，辉发城镇水泥
硬化村屯道路69公里，实现了水泥路村
村通、屯屯通，90%的屯内路进行了水泥
硬化；镇区内主街道两旁的甬路镶上了
条石，铺设透水砖；主公路480延长米的
有线、电话线全部挪到了地下；镇政府

投资10万元，更换了商户牌匾，统一规
格、材质、风格既美观又实用；新建围
墙，实现了朝兴公路沿线围墙连片统
一。村屯定点修建了水泥垃圾池，专人
清理，日产日清；镇区铺设了污水地下
排放管网，村屯修建了水泥边沟；畜禽
实现了圈养，新建了10处规范化牧业小
区；实现垃圾分类处理，新建垃圾分类
处理间8处6400平方米；加大水源及湿
地保护，新建水源保护地和湿地保护设
施5处，实现了水通、水清、水美。新建
绿化休闲广场7处，铺设草坪5000平方
米；主公路、连村路、屯内路栽植绿化树
96万株，栽植花草398万株，退耕还林
3083亩，实现了“花成带，树成行，地成
林，绿地连成片”。

晨光愈加耀目，极目远眺，辉发河
揽辉发古城绵延而过，辉发古城正张开
翅膀，振翮高飞，向着大气磅礴、激情脉
动的新时代跃进！

古镇激荡新脉动
——通化市辉发城镇新农村建设记事

本报记者 赵赫男 通讯员 李莉

年终岁尾，记者来到镇赉县
建平乡，采访了乡里促农增收的
甜瓜产业发展状况，也了解到一
个农技站长带农致富的故事。

数据显示：建平乡全乡甜瓜
种植产业年可创收 5000-7000
万元，甜瓜协会438户农民，户均
增收超过 2万元，辐射带动周边
种瓜农户1562户。

谈起这些，作为建平农业技
术推广站站长、建平乡甜瓜产业
协会会长的常忠海，心里比这瓜
还甜！

“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
气候适宜，光照良好，非常适合甜
瓜生长。为了搞好甜瓜产业，做
大做强品牌，以县农业技术专家
为骨干的建平甜瓜产业协会于
2009年5月成立。几年来，协会
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提升甜瓜品
质，积极开拓市场，给甜瓜基地的
形成和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常忠海说。

如今43岁的常忠海，是一名
党员，更是农民朋友的贴心人，大
家尊称他为“甜瓜司令”。“为了大
伙增加收入，甜瓜司令操了不少
心！”农民都这样说他。

县里种植甜瓜面积最大的要
数平保村和莲泡村。平保村瓜农
王金忠，种植甜瓜已经6年了，由
于建平甜瓜口感好、品质佳深受
外地客商喜爱。甜瓜在平保村和
莲泡村附近两个地方集中外销，
客商来自沈阳、长春、哈尔滨、齐
齐哈尔和海拉尔等20多个城市。

由于行情好，种植甜瓜的农
户一直稳定在2000户左右。常
忠海还打算加大宣传力度在城区
的铁北市场联合申报建平甜瓜商标，在种植技术上定期开
展培训，引进外地新技术和新品种。

几年来，为了加强广大会员和瓜农的科学种瓜水平，建
平甜瓜产业协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田间跟踪服务，还
在农闲时不定期聘请中国薄皮甜瓜著名育种专家吴启顺教
授、白城市农科院研究员、“大安甜瓜大王”等专家学者、带
头人为会员及瓜农授课，参加培训人数累计1200余人次。
资金短缺时，协会就多方筹措资金，并组织会员到大安、洮
南种植经验丰富的地区进行参观学习，还组织农业科技人
员采取现场会的形式为瓜农现场答疑解惑。

每年春节在建平乡莲泡村召开一次全县甜瓜现场观摩
会，各乡镇的领导及甜瓜种植户到实地进行考察学习，发放
技术资料，使农民开阔视野、提高科技素质、增强种甜瓜积
极性。

随着建平乡甜瓜产业不断壮大，生产技术也不断创
新。甜瓜协会在莲泡村和平保村两个村建立了30亩试验
示范田，筛选出适合本县推广种植的优质、高产、耐储运的
瑞妃、金棚糖王、抗霸天下、顺天糖妃等8个新品种，很快打
开了市场销路。

建平甜瓜甜如蜜，源于产业协会引进拱棚双膜栽培
技术，推广了大、小拱棚、育苗地膜移栽、地膜直播等3
种栽培模式，减少病害发生，亩产一般在 3300 公斤左
右，甜瓜亩产值由以前的3600元左右增加到5800元以
上，高产效果明显。同时，协会还先后协调厂家拿出价
值 5000 多元的奕源生物菌肥，免费发放给瓜农使用。
协会还引导瓜农实行拱棚全程防雨防病无公害甜瓜高
产栽培，为此获得“白城市科教兴农项目奖”。协会的一
系列科技引导措施，大大提高了甜瓜整体品质，甜瓜产
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为了扩大建平甜瓜销售信息覆盖面，协会有专人在互
联网上发布甜瓜供求信息，建平甜瓜产业协会是全国甜瓜
销售网会员。还培养扩大了当地的代销、经纪人队伍、并与
外地客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为了做大、做优、做强建平甜瓜这一优质品牌，香瓜协
会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经协会多方努力建平甜瓜获得了

“省级无公害农产品”称号，并于2011年进入吉林省名优特
农产品名录。

对于常忠海来说，种植甜瓜是他和大家共同的甜蜜事
业，自己在这甜蜜的事业中，付出再多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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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板，您的特种野猪肉啊，朋友和
亲戚都反映口感好，味道纯，是猪肉中的极
品呀。这不，我又来了，打算挑几头，拉回
去分给朋友和亲戚们。”说话人叫夏常在，
是长春市的私营企业家，这是他今年第三
次来买孙老板的特种野猪了。“欢迎欢迎，
您可中意的随便挑吧。”孙老板则很自然地
招呼着老顾客。从2011年开始至今，夏常
在需要猪肉时，每次都亲自上山来挑选，就
地屠宰后带回去，个人已累计购买了20多
头。

养特种野猪的孙老板名叫孙耀君，家
住蛟河市漂河镇农林村靠山屯。俗话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山脚下，山林沟
子、林下资源就是他们舞弄的一亩三分
地。孙耀君的特种野猪养殖，就是得益于
这种资源馈赠。10年前，孙耀君上山放养

家猪，无意中猪群带回来两个野猪崽，老孙
就将这两个小猪崽养大了，并和家猪交配，
产下了小猪，他当时留了个心眼，将交配产
下的小猪打上了标签，盘算着将来将家猪
肉与这个小野猪肉对比一下。果然，肉的
品质有区别，这也让他萌生了养特种野猪
的念头。

利用留下来的野猪繁殖，渐渐扩大了
规模。孙耀君最初在家圈养了不到50头，
可是在圈养的过程中发现，圈养猪爱得病，
不爱长膘。而散养后，长得就快多了，也不
爱生病了。于是孙耀君决定到山上放养野
猪，利用当地丰富的林下资源发展特色生
态养殖，把无公害的生态特种野猪肉送上
餐桌。

特种野猪的食性较杂，主要以杂草、谷
物为主。白天在林区放养时，自由采食山

间林下橡子、核桃等野生坚果、野果、中草
药及一些青绿饲料，回圈时补以少量的玉
米、豆粕和糠麸等。为了保证猪肉的品质，
自家种的玉米全部直接变成饲料。有这样
好的食物供给与饲养环境，特种野猪的生
长过程一直很健康，根本不使用任何疫苗、
兽药、饲料添加剂，彻底保证了猪肉的品质
与风味。

纯野猪肉柴，家养猪出栏快肉却没有
嚼头，特种野猪肉缺点没了，优点多了。特
种野猪肉不同于家猪，后腿肉的脂肪只有
家猪的50%，蛋白质、氨基酸、亚油酸含量
高，脂肪含量低。长期食用特种野猪肉能
够降低血脂，预防动脉硬化，令很多人慕名
而来。

特种野猪养殖时间长，生长速度慢，要
1年半以上的时间才能出栏，因此是个高投

入高回报的养殖项目。为保品质，在养殖
期间，孙耀君努力学技术，积极进行养殖区
建设。他经常到当地的畜牧部门学习特种
野猪养殖、无公害养殖技术。同时，在蛟河
市畜牧局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改变原有粗
放的繁育方式，注重品种的选育和提纯，大
大提高了猪肉品质。并不断加快猪舍内部
养殖设施的改造，养殖规模不断壮大。目
前，孙耀君的特种野猪肉注册了自己的品
牌，“桦树川”牌长白山野猪肉，在本地热销
的同时，已远销长春、吉林、北京、哈尔滨等
地。

现在，孙耀君的养殖基地特种野猪存
栏500多头，不菲的经济收入让孙耀君干
劲更足。出栏毛猪每公斤要50元，屠宰好
的猪肉则要每公斤80元，粗略一算，孙耀
君的特种养殖年收入近百万元。

“特种野猪”养殖奔富路
本报记者 曾庆伟 通讯员 陈爽 周佰刚

家住辽源市的毕成下岗后，潜心钻研养兔技术，依托龙山区工农
乡安国村食用菌种植产业，创办了绿健养兔合作社基地，用蘑菇菌饲
养的“百草兔”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本报记者 苗玲玲 通讯员 刘鹰 摄
“百草兔”畅销

今年以来，珲春市通过政策扶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等工作机制，为市民打造了宽
松和谐的创业环境，提高了创业成功率，形成了全民创业的良好局面。图为延边胖老太豆
制品有限公司员工在制作豆制产品。 张然 摄

“以前做饭得抱柴禾点火，
费劲儿不说，还整天烟熏火燎。
现在好啦，开关一拧点着火，饭
菜一会儿就搞定，可比以前享福
多了。”11月29日，在蛟河市新
农街石头河村，村民黄香山感慨
着使用沼气后带来的新变化。

据蛟河市农业局能源环保
站工作人员介绍，自2005年起，
蛟河市就把农村沼气使用作为
重点民生工程之一加以推进。
今年共在全市5个乡镇推动建立
了203个沼气池，仅石头河村，今
年就新增了6户。

黄香山家的沼气池就是今
年建起来的。“政府补贴给得特
别实惠，锅灶、管线、水泥都不用
花钱，砌池子只用了两天，加上
装粪发酵，前后20天左右就基本
能用了。最关键的是干净省事
儿，尤其是农忙时就更方便啦。”
黄香山边说边来到房西头的沼
气池边。

为了冬天保温不影响使用，
黄香山特意在池子上面盖了一
间鸡舍，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稻
草，顶上还扣上了塑料大棚。

捂得这么严实，怎么往池里
装原料呢？老黄说：“下面的沼
气池是一个直径约2米的圆桶，
装上一池畜粪，最低也能烧两年
呢。”

看到黄香山家窗明几净、厨
房锅具灶台光洁无垢，地面上更是不见柴禾的影子，前来参
观的几户村民对沼气的好处啧啧称羡。

蛟河市沼气池的使用，也跟生态农业挂上了钩。家住
蛟河市河南街新立村的农民赵显庭，利用庭院发展养猪，最
多时猪存栏150多头。2008年，在国家的政策扶持下，他
又在猪舍里建起了8立方米的沼气池。利用猪粪作发酵原
料，实现了一年四季季季用气，一日三餐餐餐用气，每年可
节省1000多元电费。此外，沼气发酵后的料液老赵更不会
扔，每次出料，都倒进菜地给蔬菜施肥。施用沼气料渣种出
的蔬菜口感好、味道正、无公害，特别有益人体健康。明年，
老赵打算再建两栋蔬菜大棚，利用沼气废料和有机肥专门
种植有机绿色蔬菜出售。

保护林业资源、发展生态农业，蛟河市沼气池的推广使
用，路子正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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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11个粮库严格执

行国家政策，敞开收购农民

粮食，农民售粮踊跃，目前

已入库新粮3.5万吨。图为

大安粮库。

姜伟明 摄

本报讯（记者于宁 通讯员陈秀花 张烨）敦化市秋梨
沟镇利华柳编专业合作社依托当地丰富的原材料资源，主
营柳条及树皮手工艺品加工项目，利用合作社的经营方
式，走出了一条环保、高效的增收致富之路。

张晓红与安保民夫妻二人都非常有经济头脑，不甘于
一辈子在土地里“刨食”。夫妻二人在农闲期间，曾多次参
加“广交会”，观摩柳编及工艺品展示，后经多方考察，认为
该市秋梨沟镇灌木科柳条适合作为工艺品原料。2002年，
他们投入资金10万元，开始进行手工艺品加工。当年与吉
林省外贸的一家柳编厂成功对接，签下了生产订单。

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收
入，他们于2011年3月注册成立了利华柳编专业合作社，
使经营方式由手工作坊向专业合作社转型，生产花环、木
桶、木盒、花篮等柳编产品40多种，产品所用的原材料大多
取材于当地。

目前，秋梨沟镇利华柳编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200万
元，固定资产40多万元。合作社现有成员60户，社员年收
入达到4万元左右，累计培训妇女500多人，年生产手工艺
品在5万件左右，产品销往荷兰、德国、日本、港澳等国家和
地区，实现年产值280万元，创利税72万元。

柳条编出幸福来

三 农 短 波

确保强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本报讯（霍长宽 李辉）通榆县三家子种牛繁育场进

一步加强领导、强化责任，采取三项措施，确保各项强农
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加大强农惠农政策的宣传力度。充
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加大宣传，使之家喻户晓，确保政策
落到实处，切实维护好农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监
管。从健全制度入手，完善监管制度，创新监管机制，严
格管理程序，使监管工作制度化、经常化，形成长效机
制；加大场务公开力度，强化民主管理意识。

长白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
本报讯（胡晓忠 吴俊星 杨勇霞）今年以来，为把

一事一议惠民工程做好做实做出成效，长白县严格按
照省市有关政策要求，不断创新机制、加强规范运作，
有步骤有计划推动了一事一议有序开展，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大安镇“四轮驱动”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曹梦南 通讯员孙成龙）年初以来，通化

县大安镇以项目建设、农业产业、生态环境、民生改善作
为工作驱动力，全面推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显著
成果。

项目建设驱动。以工业经济为主体，构建农业和第
三产业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规模、
层次和水平。一方面巩固了四方山铁矿、汇源洗煤厂等
原有骨干企业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共落实建设项目5个，引入资金1.74亿元。

特色农业驱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培育具有代
表性的农业产业。上四平村大榛子产业示范园，发展
平欧杂交大榛子 200 亩。新发展菜葫芦遍及 62 户
180多亩，亩产可达到3000多公斤，每亩可获得2500
元的收入，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发展
模式。

生态创建驱动。将生态县创建和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打造优美、健康、和谐的人居
环境。新建9座垃圾分类池，120座垃圾回收池，镇区
内配备25人的专业保洁队伍和保洁车辆；投入34.6万
元，精选好的品种进行了绿化补植，使绿化美化面积达
到9万平方米以上。

民生改善驱动。投入1320万元实施了一系列的民
生工程，新建8.6公里水泥路和7座桥涵，进行了危房改
造工程和小流域治理工程，修建了健身球场。在基础设
施、人居环境、公共事业等方面呈现了多点开花的可喜局
面。

双辽农信社支持地方经济
本报讯（记者曹梦南 通讯员李凯）双辽市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切实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助推地方经济
发展。今年以来，累计投放各项贷款8.5亿元，其中农户
贷款累计发放3.3亿元，中小企业贷款2.5亿元，非农个
人贷款2.7亿元，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信贷支农，捧出辽河明珠。结合本地实际，重点支持
该市粮食种植、蔬菜种植、畜牧养殖、个体经营等产业
建设，先后推出农户粮食种植、农户蔬菜种植、农户养
殖、“直补保”小额等信贷品种，解决农民生产经营的资
金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