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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三早”在行动

时过立秋。

白山松水间的黑土地上已是丰收在望

的景象。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

村振兴的大潮在松辽大地上奔涌，全面推进

了我省的“三农”工作。今年以来，我省持续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聚焦“保供

给、保增收、保小康”，全面抓好各项任务措

施落实，全省农业农村平稳较快发展，“三

农”基本盘持续夯实。

粮食生产形势较好

稳面积保产量。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

向市县下达粮食播种面积指导性指标，确保

粮食播种面积稳中有增，预计达到8550万

亩，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8490万亩任务，同

比增长1%左右。

全力保障农资安全供应。克服疫情影

响，采取组织线上购买、协调省外购进、推动

农资企业复工复产等综合措施，保障春播农

资供应充足、不误农时。开展农资打假“春

雷”行动，出动执法人员2.4万人次，检查农

资企业门店2.8万个，抽检产品1.5万个，曝

光违法问题和案件50起，有效净化农资市场

秩序。

高标准完成春耕播种。适时组织抢墒

播种，5月10日前玉米播种全部结束，5月底

水稻插秧全部完成，确保农作物种在适播期

内。玉米保苗率96.06%，同比提高2.06个

百分点，一类苗占比81%，提高2个百分点。

粮食作物保苗率和生育进程均为近5年最好

水平，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加大防灾减灾力度。立足抗灾夺丰收，

制定科学应对气象灾害全力防灾减灾夺丰

收、粮食生产重大病虫害和草地贪夜蛾防控

等预案，在与辽宁、内蒙古接壤的13个县份

建立草地贪夜蛾阻隔带、加密监测点，新增

监测设备5.5万台（套），实现高空测报灯、太

阳能自动虫情测报灯县域全覆盖，草地贪夜

蛾性诱捕器行政村全覆盖。组织各地开展

防控重大病虫害应急演练57场（次），统防统

治日作业能力100万亩以上。

乡村产业稳步发展

持续发展园艺特产业。积极推动规模

园区复工复产，“菜篮子”产品疫情期间不

断供、价格稳。制定扩大蔬菜生产增加市

场供应和扩大“菜篮子”产品生产等支持

政策，重点支持规模园区建设、恢复闲置

温室产能，新建棚室6601亩，产值达290亿

元，同比持平，生产面积420万亩，产量105

万吨，增长2%。

稳步发展生态渔业。开展增殖放流，扶

持名优鱼类养殖，落实稻渔综合种养70万亩

以上，实现水产品产量 6万吨，同比增长

3.4%，预计产值10.5亿元，增长4.8%。

恢复发展休闲农业。“五一”小长假举行

全省休闲农业春季采摘节暨精品线路景点

推介活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

导出席活动，掀起春季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高潮，接待游客900多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27.3亿元。

大力推进产业融合发展。落实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扶持政策，引导土地、电

力、金融、人力等要素向农村流动，推动工商

资本和中小企业下乡。积极与农行吉林省

分行开展银企对接，76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获得银行授信额46.65亿元，9户龙头企

业通过金融“吉企银通”平台获贷2710万

元。创建首批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43个，国家级产业强镇6个（累计21个）、省

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创建主体10个（累

计41个，其中国家级3个），启动国家级人参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落实资金1.7

亿元，重点支持39个市县仓储物流保鲜项目

建设，提高农产品产业链增值收益。

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大力培育“吉字

号”农产品品牌，建立《吉林省农业品牌名

录》，梳理农产品品牌536个。制定吉浙对口

合作重点项目清单，着力打造吉林特色农产

品“物产吉林”平台，赴浙江参加“吉浙商旅

携手物产吉林全国千店”启动签约活动，完

成100家物产吉林店签约。推进吉陕农业战

略合作，开拓吉林农产品丝绸之路沿线市

场。推动8家企业加入粤港澳大湾区采购商

平台，开拓大湾区市场。

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黑土地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将保护性

耕作作为黑土地保护首推重大技术，切实加

大组织推动和政策扶持力度，筹措安排资金

7.2亿元，实施保护性耕作1852万亩，比上

年增加793万亩，超额完成国家任务552万

亩。落实黑土地保护试点县11个，实施面积

240万亩。完成秸秆还田、少免耕、养分调控

等技术面积170万亩，实施黑土区秸秆还田

标准化试点88.9万亩，盐碱地改良试验65

亩。制定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

食安全保障能力实施意见，加快推进招投标

和项目建设，分解下达建设任务277万亩，批

复项目148个，已全面启动建设。

绿色农业持续发展。加快推进绿色农

业发展先行区创建，新认定省级先行区和创

建单位6个，累计达到19个。开展化肥农药

减量行动。突出“两河一湖”重点流域，制定

化肥减量增效、农药减量控害技术指导意

见，建立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420个，新增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2529.4万亩、降解

地膜试验示范200亩、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

技术示范推广近300万亩，确保全年化肥农

药使用量继续保持负增长。实施农产品质

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蔬菜、水果和食用菌3

大类产品监测合格率99.6%，比上年提高1.2

个百分点。

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健全完善玉

米、果蔬、人参和水产养殖等11个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优选主导品种103个、主推技

术41项。建立高标准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区5

个。加快推进农作物品种更新换代，新审定

农作物品种255个。完善“南繁育种”和“洮

南制种”两个基地基础建设，推进基地规模

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和信息化建设。

大力推进智慧农业建设。完成玉米全产业链

大数据平台立项审批，启动升级农业机械化

智慧云平台项目。加强技术指导服务。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进

全面实施村庄清洁行动。开展冬春两

个百日攻坚活动，推进由整治村内公共空间

转向整治庭院为主、由村村干净向家家干净

转变。全省建立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行

政村7904个，占行政村总数84.6%。开展清

洁整治行政村9318个，基本实现全覆盖。整

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 1160 处 ，整治率

97.3%，陈年垃圾和成堆垃圾基本清理干净。

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在农安县设

立新产品新技术展示使用区，重点展示“堆

肥式浅埋旱厕、堆肥式深埋旱厕、微生物降

解式旱厕”等3种主推模式，展示改厕产品

60余个，供各地自主选择。实施厕所改造整

村推进示范村3788个，完成招投标30万户，

已改造完成21万户。 （下转第四版）

大 潮 奔 涌 催 振 兴
——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张力军

近日，在珲春市敬信
镇防川村的广场上，歌舞
队 表 演 朝 鲜 族 特 色 舞
蹈。防川村位于中、俄、
朝三国交界处，被誉为

“东方第一村”。近年来，
防川村利用民俗风情资
源和乡土文化，发展民宿
旅游、农家乐等，推动农
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打
造特色乡村旅游品牌，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新华社发 颜麟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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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敬源）8月的延边，绿意盎然。与勃勃生机

景象交相辉映的是火热的项目建设场景。8月4日，记者走进延

边州各大项目建设工地，只见一座座塔吊林立，一栋栋厂房拔地

而起，一股股建设热潮扑面而来。

据了解，延边州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5.5亿元，同比

增长10.7%。共实施5000万元以上产业类项目92个，完成投资

37.2亿元；实施基础设施类项目46个，完成投资41.6元；实施

社会事业类项目29个，完成投资7.7亿元；实施生态环保及房地

产类项目26个，完成投资14.1亿元。

为促进各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延边州去年12月就

启动了项目建设前期攻坚活动，变“冬闲为冬忙”，利用100天时

间，完成80个5000万元以上拟新开工项目前期工作。截至6月

末，共完成前期手续455项，完成率达94.8%。

敦化市健芝宁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高耸，机

械设备有序作业，工程车往来穿梭，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碌

着。“自4月份开工以来，项目进展顺利。目前，一号厂房正在进

行框架施工，二号、三号厂房已完成独立基础施工及土方回填。

今年完成办公楼及厂房主体施工，并开始内部装修及设备安

装。”该项目负责人贺佺告诉记者，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划占

地面积22万平方米。其中，一期投资3亿元，占地面积5万平方

米，建设中成药、医药保健品等医药大健康综合医药园区。预计

2021年一期可投入使用。工业园全部投产运营后，预计年产值

20亿元，实现税收2亿元。

年初以来，延边州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组织

“三早”集中开工活动。3月初，延边州成立专项工作组分赴各

县（市）逐项核实项目前期手续，实地踏查项目现场。4月末，召

开各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专题会议，压实工作担子，在全州

营造你追我赶、竞相发展的项目建设氛围。截至6月末，全州

138个“三早”项目稳步推进，已完成投资85.3亿元，完成年度计

划的58.1%。

为稳步推动项目开复工，延边州积极组织项目属地政府及开

发区、工业集中区管委会主要领导与项目投资主体负责人电话协

商，逐个项目落实开工日期和投资安排。上半年，已实施5000万

元以上项目193个，开复工率96.5%；实施亿元以上项目150个，

开复工率97.4%；实施10亿元以上项目22个，开复工率100%。

为加强项目入库纳统工作，延边州于5月中下旬对全州1至

5月份已开工未入库项目进行日调度，进一步扩充上半年投资

额度。截至6月10日，全州上报省发改委的56个未入库项目

中，全部通过省统计部门审核。

延边：项目建设热潮涌

本报讯（记者孟凡明）“几年前老旧水泥路面全是坑，老百姓

出行不方便，我家卖鹿都得自己雇车往外送。现在路修好了，打

个电话就上门来收，真是太好了！”看着刚刚改造完的通村公路，

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张家村村民赵晓光高兴地说。

张家村至三姓村的这条通村公路全长6公里，从7月初开

始，在处理病害水泥路面的基础上，对全路进行了沥青罩面，短

短一个多月时间，路况焕然一新。这条路，是长春市“老旧路”提

质改造工程中的一条。

今年，长春市“老旧路”改造任务2008公里，总投资约13.6

亿元。截至8月10日，已全部完成施工图设计，完成施工招标

1814.8公里；完成路面施工675.5公里。

去年年末以来，长春市委精准决策，要求“每个村都有一条

畅通主干道”，长春市交通运输局按照市政府工作部署，组织全

市各县（市）区开展了“老旧路”推进工作，并对全市“老旧路”状

况进行了摸底调查，确定了改造计划。

半年多来，长春市交通运输局实施局级领导联系包保“老旧

路”改造和稳固脱贫攻坚工作责任制，采取一级包一级、一级对

一级负责的方式，每位局级领导包保几个县（市）区、开发区，对

县级政府落实主体责任、筹措（整合）建设资金、履行基本建设程

序、工程质量安全及进度管理进行协调和监管，层层落实责任，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形成有效工作机制，以实施2008公里农村

公路“老旧路”改造为重点，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建立定期调度、督导和通报工作机制，对标对表任务目标，

建立工作台账，严格把控标准、质量和进度，分类指导务求实效，

全面掌握联系包保县（市）区“老旧路”改造和稳固脱贫攻坚工作

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制约项目推进的问题。对基本建设程序、

质量、进度、安全以及推进过程中存在难点重点问题加大下沉督

导力度，强化绩效考评。

为解决项目资金短缺问题，长春赴外地考察供应链贷款等

模式，借鉴外地经验，破解资金瓶颈，会同市金融办、市财政局组

织各县（市）区及10家银行召开对接会，搭建融资对接平台。同

时，实行农村公路建设质量“六位一体”监督体制，采取巡查、定

向监督检查、暗访、工程质量信访案件查处、会议调度等方式方

法，对全市农村公路建设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形成覆盖每条路的

全方位立体化监督网络。

建设“四好农村路”架起乡村振兴桥

长春全面推进“老旧路”改造

本报8月12日讯（边境 记者任胜章）记
者今天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据

气象部门预测，未来10天，我省将有3次降

雨过程。省防指紧急组织召开防汛专题会

商会议，并下发通知，部署强降雨防御工作。

据了解，13-14日降雨（第一次降雨过

程）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中南部地区，是入汛以

来最强一次降雨过程，覆盖面较大，呈线状或

带状分布，重点区域为白城、四平、长春、辽

源、吉林南、通化、白山、长白山等地，全省平

均降雨量为15-30毫米，上述区域降雨量为

30-40毫米，单点最大降雨量为80-110毫

米。17-18日降雨（第二次降雨过程）集中在

中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降雨量为20-

40毫米，范围和强度弱于13-14日降雨过

程。20日降雨（第三次降雨过程）主要集中在

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降雨量为10-20毫米。

省防指通知要求，要保持清醒头脑，绷紧

安全之弦。当前仍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关

键期，坚决杜绝侥幸心理和麻痹大意，保持高

度戒备，积极主动做好本轮强降雨的应对防范

工作。要突出防御重点，科学有效应对。特别

注意局部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

灾害、小水库小塘坝和长白山等旅游景区安全

防御工作。加强暴雨区内水库科学调度，严格

控制汛限水位。要强化指挥调度，保障群众安

全。各级防汛指挥长要坚持靠前指挥，及时果

断做好应对处置。各级防指要加强雨情、水

情、汛情会商，科学指挥决策。各职能部门及

时发布预警信息，一旦遇到险情要及时果断

转移群众。要加强应急值守，确保指挥顺

畅。要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带

班制度，遇到重大汛情要及时果断有力处置，

及时报送相关信息。要严防旱涝急转，奠定

丰收基础。要统筹做好防汛与抗旱工作，把

保障粮食安全放在首位，统筹各方用水需求，

切实做到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

未来10天我省将有3次降雨过程
省防指会商部署防御工作

本报讯（记者缪友银）8月11日，省委书记巴

音朝鲁，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在长春会见了来

我省考察推动长春国际影都项目建设的万达集团

董事长王健林一行。

巴音朝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万达集团长

期以来对吉林振兴发展的支持，对长春国际影都

项目取得的重要进展表示赞赏。在简要介绍我省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他说，多年

来，万达集团与吉林省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双方在现代商贸服务业、文旅产业发展等领域

合作取得了重要成果。当前，吉林全省上下正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发展文旅产业，对于培育发展动能、促进

转型升级，对于扩大居民就业、满足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都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立足新起

点，把握新机遇，充分发挥长影作为中国电影事业

摇篮的文化传承和区域内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

继续深化在文旅产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加快长春

国际影都项目建设，把长春打造成世界知名的文

旅创意城。吉林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万

达集团在吉林发展，为万达在吉投资经营提供更

好环境、更优服务。

王健林感谢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祝贺吉

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近年来吉

林振兴发展优势日益突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已

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万达集团将进一步加强与

吉林在文化旅游、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合作，为推动

吉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8月12日，巴音朝鲁、景俊海等省领导和王健

林实地察看了长春国际影都项目进展情况。据悉，

万达集团将依托长春国际影都项目，全面打造国际

化电影全产业链基地，构建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加快推动长春国际文旅创意城建设。

高广滨、胡家福、王凯、李悦、阿东、张志军、王

志厚参加了相关活动。

深化文旅产业务实合作 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巴音朝鲁景俊海会见王健林一行并实地察看长春国际影都项目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