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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岐 刘向虹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连日来，在讷河市通江街道城北村
农心蔬菜专业合作社 4000亩马铃薯收
获现场，伴着大型机械的轰鸣声，一个
个外观饱满、个头匀称的马铃薯从黑油
油的地里翻出来，农民们忙着将马铃薯
打包、装车，处处呈现着繁忙的丰收景
象。

“播地的时候我们来人工扣膜、铺
滴灌带，秋天大家在这儿起土豆、分拣，
收入十分可观，年年大伙都盼着来这捡

‘金豆儿’。”正在地里起获马铃薯的务
工农民于艳芳高兴地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合作社采用的是90厘
米大垄的种植模式，比传统模式要高产
很多，每年种植面积超过 4000亩，收获
期用工在 150 天左右，用工量达到 150
人到 200人，平均每人可以收入一万多
元，这地里冒出来的“金豆豆”，为城北
村的乡亲们带来了一个守家在地稳定
的务工渠道，让农民们成为了收入稳定
的“工薪族”。

农心蔬菜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5
年，理事长孟宪林来自山东省青岛市，
他千里迢迢到讷河投资兴业，看重的就
是讷河马铃薯之乡的品牌和这里的土
壤环境。经过 7年的探索与经验积累，
孟宪林将现代化的马铃薯种植技术与
传统的种植模式相结合，因地制宜建起
了马铃薯特色示范基地，实现了马铃薯
产销一体化，把特色种植打造成群众增
收致富的大产业，并自筹资金建起储藏
能力达 12000吨的马铃薯恒温贮藏库，
率先实现了讷河市马铃薯四季可销。

“种植马铃薯首先还是看重土壤，
然后就是气候。今年我们采用新技术
种，如果风调雨顺的话，肯定每亩产4吨
开外，今年受极端天气影响，照样可以
在 3吨以上，依然可以赚钱。”孟宪林充
满信心地说。

讷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推广研究员徐晓东告诉记者：“现在这
个合作社大面积采用的是马铃薯松耕
高产技术，今年春天已经被省农业技术
推广部门确定为全省推广的主推技
术。”

作为远近闻名的“中国马铃薯之
乡”，讷河市近年来进一步加大马铃薯
产业示范引领作用，努力突破马铃薯产
业发展技术短板，力争提高产品知名
度、增强市场竞争力，助力乡村振兴，促
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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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昊

淡蓝色的窗帘，古典清新的实木床，现代简约的
皮质沙发，绿意盎然的盆景，这是讷河市为青年人才
打造的温馨之家。

近日，讷河市举行人才公寓第四批抽签分配房
源仪式。经过登记报名、入住审核等环节，45名青
年人才获得入住资格。

“安居才能乐业。我与在讷河工作的众多人才
一样，希望能够扎根讷河，安家讷河。而对于来自全
国各地的我们来说，人才公寓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家，
把家安好了，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拿着闪
闪发光的房门钥匙，来自讷河市六合镇政府的石宸
夕高兴地说。

随着讷河市招才引智的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
多的人才选择来讷创业。为了让人才来之安之，人
才公寓自投入使用以来已开展 4批次入住申请工
作，近200名人才拎包入住。同时，人才公寓通过配
置健身房、图书室等，对入住配套环境进行改造提
升、提档升级。并在硬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
落实党管人才工作原则，打造讷河市秋水春晖（人
才）公寓党建品牌。以党建带团建的模式，将人才公
寓党团支部打造成活力型、青春型、服务型和创新型
党团组织。通过开展青年人才喜闻乐见的活动，让
人才在组织参与活动过程中与党团组织产生内在深
刻链接，为人才搭建沟通交流、成长进步的平台。

一个个务实之举，全面提升入住人才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助力讷河市形成从引进人才到留住人才
的正向循环。

人才公寓
筑“巢”留“凤”

本报讯（闫艺丹 王添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昊 朱云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讷河市通江
街道不断创新学习形式，丰富学习内容，扎实开展系
列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落实落细。

通江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组建青
年宣讲小分队开展“党史青年说”宣讲活动，录制领
学视频并通过网络发布，将青年干部推向党史领学
的“主讲台”，定期开展党史学习交流活动，用浅显通
俗的语言讲述革命故事、传递爱国情怀。

通江街道还充分利用新媒体学习平台，全面打
造党史学习教育“指尖课堂”，“像学习强国、极光新
闻、云端讷谟尔等APP，都有专门的党史学习教育板
块，我们通江街道的公众号会定时推送党史学习教
育的信息，平台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平时也会根据
制定的学习计划，定期开展自学，从而保证学习效率
和学习效果。”通江街道团书记徐静蕾介绍。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通江街道广泛发动、多方
动员，确保在学习过程中全员参与、不落一人。
以村（社区）党支部为单位，建立流动党员微信联
络群，对党史学习教育内容及时进行推送，定期
上传学习资料、宣讲视频、党课，交流学习心得，
让流动党员随时学、随地学，确保思想不掉队。
对于不识字和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流动老党员，街
道采取身边的党员、志愿者“一对一”结对的方式
帮学，以“小板凳、拉家常”宣讲方式，到流动老党
员身边，面对面讲述党史知识、红色故事，回顾党
的百年光辉历程。

通江街道现有基层党组织 41个、党员 1396名，
其中在册流动党员 470名，街道通过送学、帮学、助
学、领学等方式，实现了流动党员党史学习教育全
覆盖。

通江街道

创新学习形式
不让流动党员“掉队”

本报讯（闫艺丹 高远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云峰）近日，位于讷河市的G333国道三合至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公路
部分国道干线公路质量提升工程完成施工，实现全
线通车。

我省普通国道干线公路质量提升专项工程西部
地区A2合同段三工区，位于讷河市G333国道三合
至莫旗公路。工程西起嫩江江桥，东至讷河市城区
西环路立交桥，是齐市通往莫旗的省际出口公路，全
长22公里。

从 8月 31日起，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人
员、设备进入施工现场，克服了雨情较多等不利影
响，通过采取铣刨机拉毛旧沥青路面、沥青灌缝、铺
防裂土工布、洒碎石、摊铺沥青路面等工序，对原有
道路进行质量提升改造。

G333国道讷河
至莫旗公路全线通车

□兴文博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十月金秋，讷河市老莱镇群英村佳
禾食用菌种植公司种植的赤松茸已进入
采摘期。走进赤松茸大棚里，到处是一
派忙碌采摘的场景，农户们正在将采摘
的赤松茸仔细分拣清理好，一箱箱整齐
地摆进冷库中，准备第二天发往全国各
地。老莱镇群英村村民王芝高兴地说：

“这几年一直在佳禾食用菌种植公司务
工，不仅离家近，收入也很好，相比其他
农活还轻松不少。”

2021年，佳禾食用菌种植公司共搭
建 20栋赤松茸种植大棚，占地 200亩左
右，现在已经陆续出菇，每天产量近 100
斤，20栋大棚全部出菇时日采摘量可达

5000斤，带动本地劳动力30余人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日人均收入 100 元左右。
同时，还采取了套种模式，在大棚中种植
了香瓜、间作种植苹果树，获取种植效益
最大化。公司负责人徐洪岩向记者介
绍：“套种模式主要采取菌蔬、果蔬共存
的形式，今年预计收入能达到 50 万左
右，明年计划再增加10栋大棚。”

近年来，讷河市紧抓机遇、立足优
势，把发展赤松茸产业作为助力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在全国率先
组建赤松茸产业专班，探索产销结合、
产加融合、加销契合的特色产业发展方
式。从 2016 年的 2 亩试验田起步，到
2020 年赤松茸出菇面积 2000 亩，成为
东北地区最大规模的赤松茸产业基
地。2021 年出菇面积 2100 亩，已发展
旺海食品公司、佳禾食用菌公司、永久

食用菌合作社等产业主体 12 个，通过
加工干品销售、盐渍腌制销售等多种方
式，推进与世界中餐联合会、龙菜产业
协会、喜家德等单位关于赤松茸快餐、
标准馅料、菜品加工、品牌推广等项目
合作，有效对接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
提升全市赤松茸产业竞争力，市场化推
动赤松茸产业生产、加工、营销三产高
效融合。目前在基地建设、生产规程、
冷藏收储、产品加工、市场营销等方面
成效显著。

讷河市赤松茸产业办公室主任张玉
宝告诉记者，为拓宽赤松茸产业发展渠
道，讷河市先后注册了“鹤城小酱”“小城
工酱”等商标，举办赤松茸烹饪技能大赛
等多项活动，全面叫响“讷河赤松茸”品
牌，推动了赤松茸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讷
河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赤松茸 叫响品牌卖全国

近日，讷河市6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期，收割机
开足马力穿梭在田垄间，一幅幅美丽的秋收画卷呈
现眼前。

宫芮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摄
农民们正在收获马铃薯种薯。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摄

牵住“六条主线”
奏出乡村振兴最强音

讷
河

□文/摄 赵东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平

秋日里，
讷河市讷南镇
光辉村扶贫车
间又忙碌起
来，通过加工
销售冷冻黏玉
米，帮助脱贫
户实现稳定增
收。光辉村7
屯的脱贫户高
玉英已经连续
三年在扶贫车
间务工，“我现
在每天大概能
挣一百七八十
块钱，干得多
挣得多，村里
优先让我们在
这里工作，感
谢党的好政策
啊。”

讷河市聚
焦推进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
展，牢牢抓住
“六条主线”，
切实做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各
项工作，推动
脱贫基础更加
稳固、成效更
可持续。

↑讷河市龙河镇勇进村太阳
能日光温室。

讷河市和盛乡农乐村驻村工作队入
户宣传“一键申报”。

→“一村一品”特色种植小园有
机水稻。

密织动态管理“兜底线”

讷河市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不
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四个不摘”
要求，按照“延续保留一批、调整完善一
批、优化创新一批”的思路，对现有帮扶
政策进行梳理，编制了《2021年讷河市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政策汇编》，健
全、优化了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
制，明确监测帮扶认定 4项程序，完善 1
套预警机制和1套针对性帮扶举措。推
广防返贫监测“一键申报”APP，通过农
户自主申报、基层干部排查及部门筛查
预警等方式，排查出 88户 170人符合监
测条件，已纳入监测帮扶范围，并制定了
针对性帮扶措施。与保险公司签订协
议，市政府出资210余万元，为全市所有
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
难人口每人每年缴纳130元防止返贫保
险，兜牢基本生活保障底线。

激活稳岗就业“保障线”

发挥职业学校培训主阵地作用，加
大对脱贫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力度，用好
致富带头人实训基地，市农业农村局、乡
村振兴局、人社局、职教中心针对脱贫人
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举办专题培训班，
通过培训激发致富带头人带头致富的潜
能及干事创业热情，发挥致富带头人的
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引导有劳动
能力的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
重困难户就近就地就业，利用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00余万元，开发环
卫保洁员、护路员、疫情防控安全员等村
级临时公益岗位4571个，增加脱贫群众
工资性收入。

拓展消费帮扶“边缘线”

持续推进帮扶产品认定工作，依托
“832平台”，积极引导动员符合条件的经
营主体，按照帮扶产品认定流程开展认定

工作，让更多的经营主体获得“入门证”；
帮助已经认定帮扶产品的经营主体不断
扩大认定品种，让更多的产品成为帮扶产
品。充分发挥乡村干部、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帮扶总领队、帮扶责任人的人脉
优势，帮助脱贫人口销售农副产品，依托

“东北老三”电商平台，积极打造线上线下
帮销渠道，确保农副产品销售顺畅，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消费帮扶，多层面宣传推介
本地农副产品，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多途
径促进农副产品与市场对接，打通产地产
品与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实现脱贫户
和边缘易致贫户户均增收100元。

延长产业帮扶“生命线”

家住讷河市和盛乡复兴村五屯的脱
贫户王希臣在驻村工作队帮助下，申请
1万元的扶贫贷款购买了7只小尾寒羊，
发展养殖业。通过精心饲养，目前由原
本的 7只羊发展到 58只，2020年不仅还
清了贷款，还增加了2万多元的收入。

讷河市按照“一乡”发展“一业”“一
村”培育“一品”“一品”致富“一方”的思
路，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围绕市主导产
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全产业链各个
环节，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专业村，
让农户有干头、尝甜头、有奔头。聚焦产
业振兴，着力完善产业链条和利益联结，
瞄准关键领域“握指成拳”，全力加快“一
冷一热”（冷库和温室大棚）产业布局，推
动产业配套发展，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攻
坚成果。已建成的30个产业项目收益金
为754万元，分配给全市8367户脱贫户和
边缘易致贫户，户均增收 900元。2021
年，下达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9190万元，严格按照项目库入库程序执
行“村申报、乡审核、行业部门论证、县级
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审定”程序，已入库59
个项目，正在实施29个项目。

筑牢驻村帮扶“保障线”

2021年 6月，讷河市全面启动驻村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轮换）工作，累
计选派驻村工作队30支，选派软弱涣散
村驻村第一书记 14人，全部进驻到位、
开展工作。在人选抽调中，坚持有驻村
经验优先、年轻干部优先、重点培养干部
优先、党员干部优先“四个优先”原则，累
计抽调 87名优秀驻村干部。在选派驻
村中，严格因村用人，侧重敢碰硬、善治
理的干部进驻软弱涣散村、难点村，懂经
济、善发展的干部进驻经济落后村和振
兴标杆村，进一步加强派驻的精准性。
此外，进一步调整优化了全市帮扶队伍，
择优配齐帮扶责任人，为全市脱贫户、边
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调派
3000余名帮扶干部，确保帮扶干部队伍
新、能力强，为更好地开展帮扶工作提供
坚强的组织保证和干部队伍支撑。

搭好孝心养老“亲情线”

积极引导村妇联组织、驻村工作队
和老党员、有威望的群众，通过微信群、
入户走访、集中座谈等方式，努力扩大孝
心养老知晓率，提高子女履行赡养义务
的积极性。鼓励党员、教师、村屯干部等
带头交纳赡养费，以良好的示范作用带
动他人。进一步发动村民、帮扶责任人
及家乡在外人才奉献爱心，捐献资金，引
导全民孝善的社会氛围。对赡养费资金
进行专人专户管理，防止坐收坐支和挤
占挪用，建立台账，登记造册，张榜公
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乡镇（街道）赡
养费已全部收缴发放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