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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提出，脱贫攻坚
取得胜利后，要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要求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
推动乡村振兴，促进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
富足。

站在开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
哈市各县(市)把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落地
见效摆在突出位置，
以更有力的举措、汇
聚更强大力量，推进
乡村振兴，让乡村美
起来，让农民富起
来。

念准三农经，在乡
村 振 兴 上 再 迈 新 步
伐。新的一年，尚志市
将在重点抓好“米袋
子”“菜篮子”“果盘子”
工程基础上，将“粮头
食尾”“农头工尾”这

“两头两尾”与乡村振
兴有机整合，促进农业
提质、农民富裕、农村
繁荣。

推进产业兴村强
镇，尚志市将围绕打造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多村一品”，继续加大
对食用菌、浆果、药材
等特色产业的扶持力
度。谋划推进绿色果
蔬及冷链物流、大榛子
种植园区、中药材标准
示范园区、农产品仓储
保鲜冷链物流园区建
设。加快北草堂药材
基地、尚志寒地树莓圃
园区等项目建设，引进
带动一批产业关联度
大、产品附加值高、带
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提高农产
品加工转化率，加快推
进“两头两尾”。以全
国食用菌产业集群示范

县为抓手，依托润泽菌业、三道菌
业、苇沙河菌业，发挥苇河黑木耳大
市场优势，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促
进食用菌产业集群发展，叫响“尚志
黑木耳”“尚志红树莓”“亚布力惊哲
猪”等高质量地域品牌，培育“珍珠
山”“盛之稻”“迪尧”等一批具有较
强带动能力的名牌企业、品牌产品。

建设粮食安全产业带，推进高
标准农田项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
设，确保粮食总产量保持在18亿斤
以上，巩固全国产粮大县地位。抓
好“两牛一猪”，推进标准化肉牛和
奶牛养殖基地建设，新增奶牛 2万
头，年增奶源 11 万吨，新增肉牛
2000头。

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家庭农场，引导农民开展多种
形式的股份合作，提升农业规模化
经营水平。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
务，实现线上线下互动发展。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进行
蚂蚁河治理及河东灌区、中型灌区
改造，谋划实施中小河流治理、水毁
修复、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乡镇
集中式供水工程建设。推进乡村生
活垃圾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改
善、村庄绿化、生活污水处理“五大
整治提升行动”，推广环卫一体化模
式，完成农村改厕任务329户。

升级改造 13条 85.36公里农村
公路、16座农村公路危桥。稳步推
进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全面推行农村公路“路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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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振兴，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繁荣，五常市
将聚焦“五品”提升推
进稻米产业发展，深化
结构调整提高农业质
量效益，推进农村各项
改革，实施乡村建设，
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上实现新突破。

坚持标准化、产业
化、集团化、品牌化、国
际化发展方向，围绕农
民增收、企业增效、财
政增税、消费增信、品
牌增值“五增”目标，五
常市将从五常大米“品
种、品质、品位、品相、
品牌”五个方面重点发
力，持续推动五常稻米
产业健康发展。提升
品种，加强与科研院校
合作，继续推进五优稻
四号提纯复壮和优质
品种审定推广。规范
水稻原种生产基地，实
现良种全覆盖。提升
品质，在执行五常大米
质量标准体系基础上
进一步制定销售、物流
管理标准，建立从田间
到餐桌的全过程标准
体系。提升品相，严格
地理标识使用，升级五

常大米溯源防伪系统。提升品位，
实施黑土地保护提升工程，开展水
稻“三不用”行动。提升品牌，加强
对五常大米市场监管，创新五常大
米营销，深化与阿里巴巴、京东等企
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五常
大米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培育 1-2
个国际著名高端大米品牌。

深化农业结构调整，五常市将
推动农产品供给质量、供给能力同
步提升。提升高标准农田、现代水
利设施建设，计划投资2.73亿元，推
进龙凤山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
造、水土流失治理等 5个项目。以
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计划扩稻 2
万亩，调增玉米5.1万亩，发展两瓜、
蔬菜、中草药等 16.6万亩，实现“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有机融合。
发展农村电商、金融服务、乡村旅游
等农业新兴业态，促进农业全环节
升级、全链条增值，推动农村三次产
业融合发展。

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巩固农村
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农业金融保险
等改革成果，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创新发展农
业新型经营主体，探索宅基地所有
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
落实农民带资带地进城落户政策，
解除农民后顾之忧。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将投入重
点向中心村屯倾斜。巩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农村
改厕、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打造富
有五常特色的龙江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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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6个现代化新
乡村建设，改造农村公
路 40公里、危桥 30座，
谋划哈北公路二级公
路拓宽改造工程，支持
配合哈尔滨至巴彦高
速公路规划建设，开展
剩余 82个行政村村庄
规划编制，激活乡村经
济，推进城乡生活垃圾
收 集 转 运 一 体 化 建
设。“十四五”开局之
年，巴彦县将积极顺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创造条件大
力推进乡村振兴。

依托巴彦镇、兴隆
镇的产业优势，巴彦县
将围绕“三线”公路的
交通优势，依托便利的
公路铁路交通，形成设
施农业发展带，建设哈
尔滨“中央厨房”。

发挥农业大县的
资源优势，巴彦县将发
展壮大绿色食品加工、
畜牧养殖加工、清洁能
源等主导产业激活乡
村经济，建成哈尔滨市
域内猪肉制品、玉米大
豆深加工基地，成为哈
尔滨市的米粮仓、果菜
园和肉基地，打造哈尔
滨市“加工厂”和“后花
园”，促进农业增收、农

民致富。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确

保 2021年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稳定
在 344万亩、34亿斤以上。新增高
标准农田 13.6万亩，黑土地保护 8
万亩，完成土地全程托管 70万亩；
着力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
业”，发展食用菌种植 200万袋、大
果榛子种植 1000亩，建设红光乡、
黑山镇、松花江乡 3个食用菌核心
区、5个产业示范村镇、12个绿色食
品标准化生产基地。继续加强动
防体系建设，推进生猪稳产扩产，
其它畜种保持平稳发展；完善乡村
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物
流等基础设施，积极谋划争取哈北
公路（巴彦镇-巴绥界段）69公里二
级公路拓宽改造工程。

立足玉米、大豆、生猪等优势
农牧资源，巴彦县将深入推进“农
头工尾”“粮头食尾”，大力发展绿
色食品和农产品加工业，叫响巴彦
玉米、巴彦大豆、巴彦生猪产业三
张“金名片”，培育成县域龙头企
业。

践行绿色理念，促进循环发
展。持续开展绿盾行动，严厉打击
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私垦滥伐等
行为，坚决守住耕地红线。严格落
实河湖长制，加强少陵河、五岳河、
泥河水体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河湖

“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稳步推
进林地恢复，完成植树造林 2.1万
亩，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13.7%。
完善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机制，推动
种养结合循环发展。全县秸秆综
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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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通河县
将着力打造“旅游特色
型、美丽宜居型、提升
改善型、自然山水型、
基本整洁型”五种类型
村庄，每个镇在巩固原
有示范村基础上，再新
建设 2个示范村，带动
村容村貌整体提升，塑
造美丽宜居乡村。

通河县在去年获
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
先进县和全省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标兵县荣
誉。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深入推进，通河镇桦
树村入选全国首批村
级“乡风文明建设”优
秀典型案例，通河镇建
设村被评为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

今年，通河县将继
续因地制宜建设美丽
乡村。持续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清
洁行动，全面开展“四
清一改一绿”专项行
动，扎实开展农村垃
圾、污水、禽畜粪便、农
业面源治理，深入推进
厕所革命和建治镇污
水处理设施。全面启
动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加大对农村破旧危房的清理力度。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筑牢绿色屏
障。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体
系，推进土壤污染有效治理。强化
秸秆综合利用政策引导，加大秸秆
还田和腐熟力度。加强环保监测能
力和环保应急处置能力建设，争创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努力
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的美丽通河。

通河县将继续把乡村振兴作为
“三农”工作总抓手，稳步推动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
发展。坚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方
向，大力推进农林产业优质高效发
展。 实施农业“三减”工程和黑土
地保护工程，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
和万亩水稻示范区建设，稳定粮食
综合产能。在去年扩大有机农作物
种植 3万亩，新增鱼稻、蟹稻、鸭稻
共作综合种养面积 2 万亩的基础
上，继续推广功能稻、“鸭稻”、“蟹
稻”和“可降解覆膜稻”等种植模式，
大力发展大榛子、北药、食用菌、棚
室蔬菜等特色产业。坚持品牌强县
发展理念和现代化大食品方向，推
行“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发展模
式，把“通河大米”和“通河大榛子”
做成知名的区域品牌，实现由“种得
好”向“卖得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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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新乡
村，新的一年，延寿县
将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壮大扶贫产
业，持续用力做好增收

“四篇文章”，坚决夺取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延寿县将持
续跟踪收入变化和“两
不愁三保障”巩固情
况，定期核查，及时发
现，及时帮扶，动态清
零。发展壮大扶贫产
业，编制特色产业发展
规划，加强扶贫项目资
金资产管理和监督，推
进消费扶贫、电商扶
贫，拓宽销售渠道。落
实农村产业、就业、金
融、兜底保障等措施，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提升农业产业化
水平，延寿县将加快高
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农
业“三减”，保护好黑土
地，提高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调整优化
农业结构，水稻种植面
积稳定在 100 万亩，增
加高油高淀粉、饲料型
专用玉米、鲜食玉米种
植面积。探索建立北药

种植基地，推广实施大榛子、沙棘、
刺五加、艾草套种项目,因地制宜打
造种植基地、养殖基地、加工车间，
实现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

聚焦农民增收主要渠道，持续
用力做好增收“四篇文章”。坚持做
优农田文章，培育壮大、规范发展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推动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
营，确保农民土地经营收入最大
化。坚持做实庭院文章，发挥乡村
能人、种养大户示范引领作用，因地
制宜打造庭院经济特色乡、特色村，
提升庭院种养收益。坚持做强产业
文章，围绕肉鸡、食用菌、光伏、设施
蔬菜、食品加工、肉牛生猪养殖等扶
贫产业，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保障吸纳带动收益，推
动产业扶贫走向产业兴旺。坚持做
活就业文章，加强就业创业培训，拓
展本地就业空间，规范管理公益岗
位，确保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弱半劳
力就近就地就业。

推进农村环境整治,持续开展
农村拆违治乱、垃圾处理、污水治
理、厕所革命、卫生乡村五大专项行
动，实施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四
化”工程，健全完善农村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置率
达 95%以上。探索实施“大牲畜托
管所”项目，解决农村人畜混居问
题。推广农机车辆“离田脱泥”公益
行动，解决春秋季道路泥土堆积问
题。

延
寿

拓
展
脱
贫
成
果

做
好
增
收
﹃
四
篇
文
章
﹄

站在奔向美好生活
的新起点，木兰县将大力
发展绿色特色产业促农
增收，扩大有机鲜食玉米
种植，推进生猪饲养量超
100万头，在食用菌150万
袋基础上引进加工企业，
高质量改造 72.3 公里农
村公路，以一系列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新举措，为让
广大群众在乡村振兴中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去年，木兰县争取扶
贫专项资金5943万元，建
成扶贫项目48个，巩固了
大项目覆盖支撑、小项目
叠加补充的产业扶贫格
局。今年将继续巩固拓
展脱贫成果，严格落实

“四不摘”要求，健全防返
贫监测帮扶机制，确保及
时发现、及时帮扶和动态
清零。持续发展壮大扶
贫产业，增强带贫益贫能
力，确保脱贫人口收入稳
定增长，让贫困群众在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上，对
未来更有信心、更有动
力。

积极推进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切
实把乡村振兴的基点放
在农民增收上，木兰县将

重点放在产业发展上，把着力点放在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上。

发展绿色特色产业。充分发挥龙
头企业、各类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带动作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打造畜牧业产业链，支持天兆猪业、牧
原实业等龙头企业不断扩大生猪饲养
量，推动全县生猪饲养量向超 100万
头目标迈进。重点加快年产 20万吨
的饲料加工项目和年屠宰能力100万
头的生产线项目建设，发展生猪产业
从饲料、种猪、育肥到屠宰加工的全产
业链；打造绿色食品产业链，依托生态
高标准农田建设，发挥昊伟农庄龙头
作用，扩大有机鲜食玉米基地，实现鲜
食玉米从基地到餐桌的安全可追溯，
力争产值规模实现新突破。完善大米
产业链，依托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水
稻生产基地和“香磨山大米”地理保护
标志优势，打响木兰大米品牌。建设
大榛子和食用菌产业链, 大力推广大
榛子和黑木耳、平菇、大球盖菇等食用
菌种植，在食用菌 150万袋基础上引
进加工企业。

建设现代化农村，高质量实施
72.3 公里农村公路改造升级工程、
50.2公里林下道路工程和 28座农村
桥梁改造工程，加快构建农村垃圾储
运体系，落实长效管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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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波 白云峰

全国全国““乡风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通河镇桦优秀典型通河镇桦
树村树村。。

““中国优质稻米之乡中国优质稻米之乡””五常稻田丰收图五常稻田丰收图。。

延寿县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延寿县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延寿县庭院经济助贫困
户增收。

五常稻香新村五常稻香新村。。
通河县美丽乡村通河县美丽乡村。。 通河县创吉尼斯记录稻田丰收图通河县创吉尼斯记录稻田丰收图。。

延寿县培养出一批电商带头人。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志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