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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王欣欣）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

旺是重点，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是关键。松原市发挥

粮食、畜禽等资源优势，立足全产业链发展，依托骨干农产

品加工和食品企业，着力打造八大产业集群，做好“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大文章。

玉米产业集群。巩固提升玉米精深加工产业，突出食

品化、饲料化方向，提高自主转化能力，优化产品加工结

构，扩大鲜食玉米种植面积，提升鲜食玉米品牌影响力，拓

展玉米食品加工，全链条挖掘增值潜力。计划重点在扶余

东北部、宁江区东部、乾安县、前郭西部和长岭县东部稳定

玉米生产。积极引导玉米精深加工企业向松原经济技术

开发区、长岭工业园区和扶余工业园区等园区集聚，打造

玉米产业集群。

水稻产业集群。依托“查干湖大米”名片，突出绿色有

机、营养安全，培育壮大种植、加工、营销一体化龙头企业，

主打中高端消费市场，积极开发富硒米、胚芽米、米糕点等

高附加值产品，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计划重点建设以松

花江、拉林河沿岸和前郭灌区、拉林灌区为中心的绿色优

质水稻优势产区，培育引导稻米加工企业向前郭的红光农

场、白依拉嘎、平凤乡、宁江区毛都站镇以及扶余市得胜镇

等区域发展，打造水稻产业集群。

杂粮杂豆产业集群。重点发展健康食品、保健食品，

突出区域特色，培育打造“杂粮杂豆”公用品牌，充分挖掘

品牌效应，鼓励企业开发杂粮粥饭、杂粮饮品、休闲食品等

加工产品，以扶余市、长岭县、乾安县为核心区打造国家级

杂粮杂豆生产加工基地。计划引导杂粮杂豆加工企业向

长岭县太平川工业园区、乾安县大布苏工业园区、扶余市

三井子镇等地集中，打造杂粮杂豆产业集群。

生猪产业集群。立足生猪养殖空间大等资源优势，以

扶余市、前郭县和长岭县3个全国生猪调出大县为重点，以

中粮、牧原等大项目为依托，加强生猪规模养殖，推广“公司+

基地+农户”运营模式，加快现代生猪产业体系建设，鼓励引

导龙头企业建设屠宰加工项目，强化加工流通延链、科技支

撑补链、要素聚集壮链和业态创新优链，推进松原由运活畜

向运肉、运产品转变，促进品种养殖、屠宰加工、储运销售等

各环节的利益合理分配，不断实现产业扩能升级。

肉牛肉羊产业集群。充分利用秸秆饲草资源禀赋，加

快实施“秸秆变肉”工程，积极推广“西门塔尔牛”“乾华肉

用美利奴羊”等区域优势品种，加大草原禁牧、养殖退村入

区力度，不断提升牛羊养殖规模和舍饲水平。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培育建设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牛羊屠宰加工

项目，提高产品精细分割和深加工水平，逐步向皮革制品、

生物制药等产业延伸拓展，提高产业附加值，大力发展高

端精品生态畜牧业。

禽蛋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禽蛋产业，推广无抗养殖技

术，全面提升产业质量水平。加快禽类龙头企业建设，推

动禽类屠宰分割和初级加工“原字号”产品向餐桌食品、休

闲食品方向转变。

生态渔业产业集群。依托“三江一河一湖”、库泡等资

源积极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通过典型带动、技术集成、

政策扶持广泛推广稻渔综合种养模式，进而实现“一水两

用、一田双收、稳粮增效”的目标。立足查干湖有机鱼品牌

优势，大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推进产品由冷冻、分割等

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加快旅游休闲、特色风味、熟食罐

头等食品开发进程，延伸产业链条，增加产业效益。

果蔬产业集群。立足果蔬生产经营专业化、规模化、

标准化、产业化，发挥松原优质蔬菜产业优势，调整品种结

构，优化区域布局，发展净菜加工、预制菜肴等餐桌食品，

完善蔬菜现代流通体系，满足城市多样化、便捷化需求。

计划主要集中布局在城区周边及203国道、503国道、京哈

高速等主要交通道路两侧，包括宁江区善友镇、大洼镇，扶

余市蔡家沟镇、三岔河镇，前郭县八郎镇，长岭县长岭镇，

乾安县乾安镇、赞字乡等10余个乡镇。

松
原
扎
实
推
进
抓
党
建
促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本报讯(费红岩 记者王学雷)松原市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和工作指针，深入

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切实把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的答卷写在农村大地上、写在农

民群众的笑脸上。

为实现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

接、无缝对接，松原市组织动员全市农村基

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全国

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市创建工作，全力打

造两条示范带。充分发挥农村文化广场、

文化书屋等村级活动场所阵地作用，推动

全市三分之二以上的村常态开展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体活动。通过活动把群众凝聚在

党组织周围，群众参与度达80%以上。由乡

村党组织引领，以乡村两级干部、农村党员

和志愿者为主体，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大力开展村屯绿化、美化、净化，

农村垃圾收转运体系全面建立，农村环境

更加干净宜居，乡村面貌发生历史性变

化。圆满完成村“两委”换届，如期实现3

个100%目标。对全市1123名新一届村党

组织书记全员轮训。制定出台《常态化选

派第一书记管理办法》，向脱贫村和乡村振

兴重点村选派第一书记279人和驻村工作

队员335人。

坚持把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增强村

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提升党组织

凝聚力战斗力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来抓，大

力开展农村“三资”清理整治，累计清收不

合理发包资源286万亩，收缴承包费2.17

亿元，仅此一项全市村集体年均增收19.3

万元。积极争取中央和省财政村级集体经

济扶持资金3050万元，择优选定61个村，

每村扶持50万元，着力打造一批集体经济

强村，实现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高效发展。

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市场建设，认

真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公开发包农村

集体资源，实现集体资源保值增值。创新

开展农村集体资源线上竞价拍卖，累计成

交各类资源 215 宗 4.67 万亩，发包收入

2764.7万元。目前全市1123个行政村，村

集体平均收入达27.2万元，是2018年的

3.4倍。空壳村全部消除，5万元以下的村

降到182个，10万元以上的村占70%。

坚持把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凝聚

力工程、牛鼻子工程和富民工程，举全市之

力强力推动。市委书记、市长担任领导小

组组长，组织部部长、分管农业农村的副市

长亲自挂帅，市级财政每年拿出2000万

元，各县（市、区）财政每年各拿出1000万

元，专项扶持合作社发展，形成了党委和政

府高位推动、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农业农村

部门密切配合、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

格局。市县乡村四级干部6批次118人赴山东烟台考察学习，成立

工作专班，深入5个村连续蹲点半个月，组织召开6次工作推进会、

3次现场观摩会，全面推进工作。今年，全市集中力量抓111个村，

先行先试、积累经验。2022年，集中力量抓300个村，完善模式、提

升水平。2023年，实现应建尽建、全面覆盖。

充分发挥乡村党组织作用，以经营城市的理念经营农村，以服

务市民的意识服务农民，最大限度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中心，实现乡村全覆盖。配备村级网格员，

线上线下开展交通出行、货物运输、劳务用工、土地流转、农产品销

售等“5+N”服务，年内累计为农民群众提供各类服务42万件次。

开展农村“四无”车辆治理，由乡村党组织引领推动，免费组织农

民培训考取驾驶证，免费为“四无”车辆办理落籍和保险，累计落

籍上牌车辆26.9万辆、培训考证24.8万人。突出抓好道路交通

安全整治，组织发动乡村干部在农忙期间直接上路执勤，担任安

全员和劝导员。组织机关干部助农保粮抢收，累计出动干部

46000余人次，抢收倒伏玉米37000多亩，农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安

全指数大幅提升。

让金融活水为企业发展注入动力
本报讯（记者王欣欣）今年以来，松原市通过组织

开展专业化、系统化、精准化金融服务对接活动，精心

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充分发挥金融“活水”支撑作用，

创新助企融资服务模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有效破

解企业融资中的难点、痛点、堵点，精准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

对近期国家、省市出台的各类惠企金融扶持政策

逐条梳理，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政务新媒体向各地、各

职能部门、各类企业传达、宣传上级政策文件精神，进

一步提升企业对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和覆盖面；归

纳整理全市22家金融机构，共计299种信贷产品，描

绘金融产品精准“自画像”，汇编成册后分别发送给各

地、各相关部门，面向社会公布信贷产品目录、贷款要

件、利率、审批时限、联系人等各方面信息，让企业精

准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建立健全“链长制+行长制”

“项目中心+行长”工作机制等金融援企服务机制，通

过市发改委、市工信局等相关部门调度，全面摸清全

市有融资需求的企业、项目和资金需求，全部编印成

册推介给所有金融机构，使各金融机构能够精准对接

企业，主动服务项目，提供高效融资服务；“线上”搭建

政银企通平台，用科技手段实现信用、信息数据共享，

发布信贷政策、金融产品等信息，帮助企业了解金融

机构，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服务企业发展；在“线下”开展政银企保对接，统

筹各方资源，联通部门形成政策合力，把握重点行业

支持对象，融通不同类型企业诉求，确保金融服务精

准直达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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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欣欣）为进一步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城

市面貌、城市形象和品位，增强城市的承载力、竞争力和吸

引力，松原积极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使城市环境的

“颜值”不断提升。

对城区的大街小巷实施精细化管理，突出精品效应。

在市容秩序管理上，从“根”上算，不论房上或房下，空中或

地面，坚决达到全管全覆盖；在环卫保洁上，从“细”处抠，

不论墙根墙脚、边边沿沿，包括绿化带，一直延伸到路中

间，全部纳入保洁范围，切实达到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无死角、无盲点、无缝对接。半年来，共清理、清运生活垃

圾2000多吨、清理流动商贩120处、门前摆放1800多处、

占道经营500多处、“僵尸车”25台、取缔马路工厂16处、

店外经营32处。在“一店一匾一条线”的管理标准基础

上，突出“亮”的效果、达到“景”的品质，进一步规范前置审

批，加强源头管理，对原有的破旧牌匾，进行强制改造，对

新上的牌匾，加强指导、强化审批，对亮度不够、造型另类

的，坚决不予发放审批手续；在牌匾的规划设计上，坚持遵

循“大气、美观、上档次”的原则。据统计，半年来共拆除破

旧牌匾280多块、清理条幅300多条；累计拆除70多平方

米大型户外广告牌匾。全面开展占道经商整顿，“门前五

包”责任制落实工作。自5月份以来，相关部门组织人力、

物力，集中优势兵力，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马路市

场“清零”行动，重点对市城区内的所有零零散散、大大小

小、严重扰民的马路市场、马路经营进行一次彻底清理整

顿，基本实现市区内的全部马路市场全部入店经营、实体

经营。半年来，集中规范便民市场20处。深入开展走访、

宣传工作，让更多的市民、商户理解、支持城市管理工作，

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维护城市环境的积极

性和自觉性，不断推进“门前五包”治理工作，为实现临街

商户“门前清”、签订率100%的目标夯实了基础。半年来，

共签订“门前五包”责任书12000份，基本实现全覆盖、零遗

漏。

为进一步提高城区机械化洗扫率，市城管局全面落

实清扫保洁工作制度，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各类大

型清扫、洗扫设备全天候上路循环保洁，道路洗扫力度明

显增强，道路保洁质量显著提升，最大限度降低了扬尘污

染。同时，重点对水冲公厕、旱厕、垃圾转运站、渗水井等

环卫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改造升级，确保设备、设施完好率

达到100％。

筑 牢 保 密 宣 传 教 育 新 阵 地
本报讯（张铎 记者张红玉）“网红”原创情景剧，

城市综合体、车站、出租车LED屏上随处可见的保密

知识，社区服务大厅服务栏上的保密守则，全市各级

保密教育培训……一段时间以来，松原市通过线上

线下保密宣传文化建设，全面构建了保密工作“大宣

教”格局，让严肃的保密宣传教育“活”了起来，向全

社会传递出“保守国家秘密、我们人人有责”的社会

价值取向，在松原市筑牢了保密宣传教育新阵地。

线上情景剧，让保密教育“火”起来。“情景剧的

形式，真是既接地气又让人警醒！”2020年以来，松原

市《美丽密令》系列保密情景剧一经推出，便在全市

上下引起了共鸣。这种“身边人警示身边人”的教育

方式，反响强烈，短短几个月关注度就达到近20万

人。为了巩固良好的宣教态势，松原市保密局乘胜

追击，积极搭建线上“宣教矩阵”，在“松原保密”微信

公众号的基础上，又培育了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

账号，继续让保密宣教“火”在指尖。2020年底，在杭

州市保密局与国家保密局“保密观”联合举办的短视

频征集活动中，松原市选送的作品《涉密计算机禁止

联网》荣获了短视频活动二等奖。

线下微课堂，让保密教育“实”起来。为了让保

密教育入脑入心，松原市利用微课堂“短平快”的特

点，由保密局业务骨干开展授课，以“多样化、精准

化、个性化”微课堂快速给各地、各部门“加油”“充

电”。按照“要什么讲什么”原则，持续为各单位和部

门送教上门。同时，通过课后考试、开设“学习热

线”、建立“微信学习群”等线下学习、线上互动、及时

交流等方式，将保密宣传教育网越织越密。

多点齐开花，让保密宣传“浓”起来。积极发挥

“党管保密”政治优势，自觉将保密工作纳入重要议

事日程。全市陆续开展了保密知识进校园、进军营、

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等系列“走进活动”，将保密

宣传工作延伸到了基层“最后一公里”。将保密史融

入党史学习教育，持续宣讲党的保密史，追忆红色保

密故事，引导全市上下在学习中续传统、汲力量、担

使命。积极争取宣传教育辐射资源，通过户外LED

显示屏、宣传条幅、展板等多种方式，将“两识教

育”之花传到城市各个角落，筑牢党和国家保密安

全屏障。

↑稻花吹早香，

风露千万亩。初秋

时节，前郭灌区片片

金黄的稻田，犹如一

幅徐徐展开的丰收

画卷。→宁江区大洼镇马家村永久种植养殖

合作社社员检修和保养大型农机具，为即

将到来的秋收做准备。

↑乾安县大遐畜牧场现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内玉米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近年来，松原市大力推广

保护性耕作新技术新模式，加

快打造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

市，推动农业迈上高质量发展

快车道。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学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