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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那丹伯买牛去！

那丹伯镇的西门塔尔牛远近闻名，这两

年，新疆、湖南、河南等地的客商都慕名而来

满载而归。养牛，让这个曾经的清朝皇帝围

场再次扬名四方。

那丹伯是满语，意为“七家子”，而今，因

为家家养牛，发展“牛”经济，这里的农民富

起来了，牵着黄牛奔向小康生活。

一进入辽源市那丹伯镇新华村，记者耳

边不时传来“哞哞哞”的牛叫声。吸引记者

目光的不是大片碧绿的庄稼地，而是农户家

房前屋后的一个个牛舍，三五头，七八头，最

多的有十几头。7月，虽是农闲季，可是那丹

伯镇的农民却一点不得闲。每天按点给牛

加水添料、收拾牛舍，照看小牛犊，合计着小

牛犊长到多大卖，还得打听着啥时候行情

好、能卖上价儿。

村民们养牛都愿意找村书记耿大军讨

主意，耿大军是村里的养牛带头人，他的“养

牛经”头头是道，从养牛到卖牛，再到黄牛经

纪人，大家服他。耿大军说：“这两年，大伙

儿通过养牛腰包渐渐鼓起来了，日子过得也

越来越有滋味了。”

地少人多是那丹伯镇致富路上的“拦路

虎”。尤其是新华村地处半山区，百余户人

家在地里“刨食”，再精耕细作，在地里“绣

花”，也没有大奔头。

怎么办？2018年耿大军当上了村书记，

村里秸秆资源丰富，因地制宜，养牛！

从1头到10头，从1家到10家，村干部

带头，一点点带动村民开始养牛，如今新华

村的黄牛数量已经超过了1300头，户均3头

牛，去年村里的养牛户户均收入达到了4万

元。

76岁的王士胜是新华村7组贫困户，儿

子遭遇车祸，家里日子捉襟见肘，为了帮其

渡过难关，村里白给王士胜3头幼牛，手把手

教他家人养牛，仅4个月时间，就挣了4000

多元钱。看着圈里的9头牛，王士胜的儿子

王刚乐呵呵地对记者说：“养牛好，来钱快。”

村干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9头牛按现在的

市场行情，能卖30万元左右，还还饥荒，也不

少剩，过日子够了。

“不卖，不能卖！脱贫不是目的，养牛要

致富！”王刚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老王家舍不得卖牛，韩为才正好相反，

他家的牛勤倒腾。这不，前段时间卖了两头

牛，赚了5万多元。低价买牛，高价卖牛，见

利就走，这种“区间养殖”的模式让韩为才一

家偿到了甜头。前几年他带着村民到城里

干泥瓦匠的活儿，打工赚钱，如今这些人都

纷纷回到村里养牛。韩为才花了20余万元

买牛，还特意买地盖牛棚，从3月份养牛，开

始买了5头牛，后来又不断地买了几头牛。

记者寻到韩为才时，他正在自家牛棚里摞着

秸秆，成袋装的秸秆大概有3米多高，这是黄

牛最喜欢的美食。10多头黄牛在棚里转来

转去，一会儿喝水，一会舔一下盐料。

“这比出去打工好多了，这一天最多忙

活2个多小时，收入还不少。”韩为才心满意

足地说。

光养好牛不行，关键是得创出名气、闯

出销路、做出产业。目前，那丹伯镇养殖存

量达到7万头黄牛，养殖户800多户，经纪人

队伍发展到500多人，年交易量20万头，交

易额达到3亿元。那丹伯镇也成为东北非牧

区最大黄牛交易集散地，黄牛产业已成为当

地百姓发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那丹伯的黄牛经纪人都是乡亲们眼中

的能人。

刚送走一位河南老客户，耿大明和记者

聊了起来，“我们这的西门塔尔牛可‘牛’了，

新疆、湖南、河南等地的牛贩子都来这儿买

牛。”在圈内提起金诚牧业的总经理耿大明，

名气响着呢。他从2002年开始做黄牛生意，

从当经纪人开始，一步一步发展，如今有了

自己的牛场和企业，年收入接近50万元。

耿大明年轻、脑筋活，在网络平台开通

直播，教大家识牛、养牛，解答疑难问题，很

快成为直播平台的“小网红”。他说：“最好

的西门塔尔牛是第四代，最大的特点要看

‘六白’，白头、白纹、白眼、白蹄、白尾、白耳

根。”而今，那丹伯像耿大明这样的经纪人越

来越多，他们平时帮村民的牛看病、打疫苗，

听说谁家卖牛还为其找销路，解决了村民的

后顾之忧，让村民养牛养得舒心、安心，服务

市场的同时也搞活了市场。

为了做大做强黄牛产业，带动更多农民

增收致富，那丹伯镇政府近几年开始规范销

路，从为养殖户和客户“牵线搭桥”，规范流

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交易。那丹伯镇

围绕当地黄牛产业，倾力打造“第一牛镇”，

帮助村民走进了幸福的小康生活。

耿大军的微信名叫“村长很忙”,7月10

日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新华村成立

黄牛应急观察基地，买完牛可以把牛拉到村

里进行应急观察，提供秸秆饲料”。此举解

除了外地客商的后顾之忧。

村干部很忙，村民也很忙，那丹伯镇新

华村在忙碌中，牵着黄牛奔向小康生活……

辽源市那丹伯镇家家养牛，发展“牛”经济，这里的农民腰包渐渐鼓起来了——

牵 着 黄 牛 奔 小 康
本报记者 栾哲 邹鹏亮 唐暘

本报讯（记者孟凡明）记者从长春

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为落实省市关

于全面推进长春公主岭同城化协同发

展部署，长春市交通运输部门正加快

建设国道饶盖公路长春至依家屯段

（长伊公路），打通长春至公主岭重要

干线，同时积极谋划推进长春一小时

经济圈环线建设，助力同城化协同发

展驶入“快车道”。

“此段公路可大范围释放沿线土

地资源，拉升土地价值，是推动南部新

城快速发展的关键性配套设施项目。”

长春市高等级公路建设管理中心主任

马辉介绍，国道饶盖公路长春至依家

屯段（长伊公路）是打通长春与公主

岭、四平的重要通道之一，全长37公

里，起点前进大街与规划的甲二路交

会至永春镇段，长8.6公里，采用城市

主干路标准建设，道路红线64米，双向

八车道。永春南至伊通县市界依家屯

段，长28.4公里，按公路断面修建，路面

宽度为33.5米，双向六车道。该项目总

投资31.78亿元，预计2021年底完工。

此项目建设将加快长春公主岭同城化

发展的步伐，不仅解决沿线居民出行难

问题，还将拉动GDP增长120亿元，增加

就业机会8万个。 （下转第三版）

打通公路交通重要干线 建设一小时经济圈环线
交通运输助力长春公主岭同城化协同发展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每一个贫困
村面临的困难各不相同，脱贫奔小康的路径
也千差万别，但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
入是关键，百姓满意不满意是重点。

小康生活要有物质保障，但更要精神支
撑。像那丹伯镇新华村，地少人多，为了过上
好日子，以往靠在外打工，部分村民的腰包是
鼓了，但长年撇家舍业，幸福感却没有增强。
自从有村干部带头，守在家里养牛致富，出现
了“壮丁回乡潮”。老人、青壮年和孩童阖家

团圆，其乐融融，百姓们的生活不再像在外打
工时那样饱尝艰辛。

“一个张罗十个帮，村干部带头群众
上。”村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
宣传者和直接实施者，是团结和带领农村
党员群众实现富民强村目标的组织者和领
导者。他们立足实际，打开致富门路，关注
致富的同时，更关注村民们的心理感受，努
力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如此，才能真正
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开启百姓们的小康
之门。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本报讯（记者孟凡明）7月10日，3家企业在长春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参与土地竞拍，由长春市政数局牵头，市规自局、

市建委等单位对中标企业宗地图、条件图、项目初步设计方案

等申报材料进行集中会审并确认合格后，直接为企业核发了

建设用地、工程规划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等行政许可文

件。这标志着长春“拿地即开工”改革正式实施。

“拿地即开工”就是在土地出让公告发出后，由长春市规自

局、市建委等部门审批办利用土地挂牌30天公示期，对有意向

的社会投资新建工业项目单位提前介入开展审批服务，实行容

缺受理、承诺办理、容缺核发许可、容缺材料限时补正，在项目单

位取得土地成交确认书当天，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行政许可文件，项目

即可开工建设，使审批时限由目前全省的26天压缩为1天。

“拿地即开工”审批模式由项目建设单位自愿申请，并作出

相应承诺。在深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基础上，以

深化“网上办”“掌上办”为目标，全面推行“关联事项一次办”“串

联事项并联办”。对所涉及的多个部门相关联的单个事项优化

整合成“一件事”联合办理，实行审批服务集成化办理，实现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一次告知、一表填写、并联办理、一次办好”。

因项目建设单位未按告知承诺进行建设或者项目出现重

大调整，导致审批过程中产生的勘察设计、评价评估等各项费

用以及不能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或验收不合格的风险及法律责

任，由项目建设单位自行承担。

长春社会投资新建工业项目审批时限压缩为1天

“拿地即开工”审批“零等待”

本报讯（费祥 记者任胜章）7月9日-10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秘书长苏伟率国家防总松辽流域防汛抗旱检查组，对我

省防汛抗旱工作进行检查。

检查组先后实地察看了伊通河长春市南溪湿地堤防、新

立城水库、省防汛物资库、丰满电站等地的防洪工程以及防汛

物资储备情况，详细了解各项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管理和效

益发挥情况，并要求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责任，及时排查风险

隐患，确保度汛安全。

检查组指出，吉林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防汛抗旱工

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的一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家防总要

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防汛准备，各项工作抓得早、抓得

紧、抓得实，安排部署到位、责任落实到位、机制健全到位、隐

患排查到位、应急保障到位，为今年的防汛工作赢得了主动。

检查组强调，要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

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把防汛抗旱责任制落到实

处，确保各项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把加强统筹协调落到实处，

确保指令畅通、权威高效；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防范洪

水、内涝以及突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把应急抢险救灾

落到实处，集中一切力量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把统筹好抗

旱保供水落到实处，全力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安全；把舆论

引导和宣传教育落到实处，树立正确舆论导向。

严格落实责任 确保度汛安全
国家防总检查我省防汛抗旱工作

春日杏花闹、夏季荷花俏、秋天枫叶红、

冬天雪花飘，是小江南集安市一年四季的标

配，城市以黑白灰为特点的建筑疏密有致、

精致典雅，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

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北疆历史文化旅

游名城，处处洋溢着现代人文气息。近年

来，集安市始终坚持把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水

平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

必然要求，紧紧抓住优化名城形态和厚植文

化底蕴两个关键，持续提升城市品位，以奋

进之笔描绘壮阔之姿，着力促进城市繁荣，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以塑形为基 提升城的颜值

本着不求做大，但求做精、做美、做特的

原则，集安市突出服务旅游的功能定位，修

编城市、生态、旅游、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一

系列规划，高标准建设一批园林式小区和开

放式公园，大力实施引水入城、引林入城、引

文化入城工程，着力打造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边城，形成了“水在城

中、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美好画面。

依山造势，建设绿色家园。编制《集安

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依托环山绿色屏障

和城区独特风貌，见缝插绿、见绿补色，大力

实施面山补绿和引林入城工程，形成高低错

落有致、颜色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的森

林公园和城市花园，抬眼即是花，处处皆有

绿。特别是引导农民在道路和山林之间种

植果树，实现了发展林地经济和改善生态环

境双赢的目标。

引水入城，打造北方江南。结合落实

“河长制”，充分挖掘绕城而过的鸭绿江、通

沟河两大水系，编制《鸭绿江景观带规划》

《滨江风貌区规划》《东部水系规划》等系列

规划，实施鸭绿江景观带、滨江休闲广场、通

沟河风情区等项目，建设亲水平台、游艇码

头、水上乐园、天然浴场、冰雪娱乐等设施，

着力做活水域，做出灵气。特别是采取重力

自然流的方式，引通沟河水入城，在城内形

成纵横通达的活水水系。目前，5700多延长

米的水渠蜿蜒入城，遍布街路，渠上适度布

置木桥、渠边精美配置绿化，使水的灵性与

城区建设、绿化美化相得益彰，小桥、流水、

人家已经成为集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借文发挥，扮靓世遗古都。近年来，集

安市结合“北方江南”特点，深入挖掘城市历

史文脉，确定了“黑白灰”“素淡雅”“精秀美”

的城市建设总体风格，形成白墙青瓦、穿靴

戴帽、错落有致的整体格调，成为全省唯一

具有统一城市风貌的县级城市。

以治理为本 规范城的秩序

城市发展“三分建，七分管”，城市管理

是城市发展的关键一环。

集安市坚持高位推进城市管理工作，成

立以市长为组长，各相关部门为成员的城市

管理委员会，积极推行网格化管理，将市区

划分为7个大网格、15个基本网格、48个单

元网格，实现精细化管理。

创新工作机制，该市牢固树立“大城管”

理念，实行城管、市政、园林、环卫、物业等部

门协作联动的“城市管理同步工作法”，创建

“一个领导分管、一个平台指挥、一张网覆

盖、一个漏斗执法、一把扫帚扫到底、一体化

管理”“六个一”管理模式， （下转第三版）

鸭 绿 江 畔 城 如 画
——集安市城市建设管理创新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李铭 通讯员 高嵩

近日，中铁北京工
程局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承建的长春新区兴福大
路工程项目最后一联箱
梁顺利完成浇筑，至此
项目部已完成共计 30
联 1440 延米高架结构
箱梁施工任务。今年以
来，长春新区把重大项
目建设作为稳投资的

“先手棋”，项目数量大
幅增加、项目质量显著
提升。

马欢 本报记者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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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红玉 王学雷）年

初以来，松原市紧

盯“两不愁三保障”关键环节，聚焦解决贫困户住房安全和饮

水安全问题，多方筹措资金，高质量推进建设，投入3800多万

元改造贫困户危房840户，投入11.2亿元实施二期安全饮水

工程1102处，全力解决百姓所想所盼。

为保障贫困户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工程进度和施工质

量，该市进一步落实责任，由四大班子包保四个县（市），每周

实地督战，定期调度指挥，全过程督导。同时组织相关部门成

立工作专班，分领域分行业狠抓工作落实，对任务重的非贫困

村派驻第一书记，上下联动，攻坚态势强劲有力。

在安全饮水工程中，他们克服部分地区施工地质复杂，塌

方地陷频发，垂直落差达到80米的实际困难，上百支施工队伍

一起上阵，472处工程全线开工，4000余公里供水管线全面铺

设，施工建材严格把关，管线埋深超过2.2米，有效解决了冬季

水管冻裂问题，确保了农村居民一年四季用水无障碍。目前该

工程已经完工52%，9月末之前全部完工后，将实现农村自来水

入户率88%以上，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危房改造上，加大了

对农村危旧房屋的清理力度，拆除无人居住的危旧房屋6908

户、残垣断壁154.3万米，全方位解除住房安全隐患，获得百姓

认可，被纳入全省脱贫攻坚住房安全保障包保机制试点。

聚焦群众所想所盼狠抓落实
松原强力推进危房改造和安全饮水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