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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走进富锦国
家湿地公园，徐徐进入眼帘
的 是 一 望 无 际 的 绿 海 花
潮。在蓝天白云衬托下，湿
地景色格外壮美，清新的气
息让人陶醉。

充满人与自然和谐之
美的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多
姿多彩，大气磅礴，它是镶
嵌在佳木斯东部的一颗明
珠，它是富锦生态大市的金
色名片。

富锦湿地 绿海花潮
□陈雪婷 莫双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大泳

自我省“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启动
以来，富锦市紧扣能力作风建设推进各
地各项工作，聚焦优作风、提效能，以思
想变革、示范引领、特色产业，探索兴村
致富新路径。

富锦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题传达学
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聚焦当
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争当全
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等目标任务，
开展专题研讨，找准职责定位，以创建全
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为依托，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富锦市农业农村局围绕全市重点工

作任务，积极探索新路径，以农业产业设施
化、园区化建设为重点，大力发展“质效”型
农业，打造“富锦大米”“富锦大豆”等一批
具有地域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提高农业
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上街基镇创新推动党建引领、农业
观光、产业项目“三带”融合发展，打造诚
信村“菜园一条街”、宋店村“百果园”等，
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以创新思路、
革新观念全面提升乡村振兴发展的内生
动力。

富锦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明
秀说：“近年来，我们通过多点、多年试验
示范，形成具有富锦特色的配套高产栽
培技术体系，大豆小垄密植、玉米化控等
20项技术得到推广应用，累计种植面积
达到 5000万亩次，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锦山镇洪洲村依托地理优势，深挖
特色乡村旅游资源，打造集观光、采摘、
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农业长廊，建成了佳
木斯以东地区首家“南果北种”绿色瓜果
蔬菜观光基地，预计 2022年村集体可创
收 33.6万元，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在黑龙江大锦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以种、养、加工、物流、销售五位一体的上下
游产业相互依托、相互联动，利用创新核心
引领绿色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基地，不断释
放“有机牌”优势。

富锦市诺潽生物制造产业园以生物
转化技术为核心，不断升级技术应用，实
现整条生产流程自动化控制，大力发展
生物糖、醇、酸等玉米深加工项目建设，
以商招商打造产业集群，全力推动美好
富锦实现跨越发展，在乡村振兴中当好

“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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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莫双 陈雪婷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大泳）近日，富锦市举行深圳德泰公司富锦数字
光电科技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这标志
着富锦第一家数字经济制造产业正式入驻。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5亿元，产业园内主要生
产制造销售手机、平板、电脑、电视、车载显示屏的
玻璃盖板和电子白板触控、触控一体机、智能穿
戴、工控医疗设备、智能家电屏幕的玻璃盖板，以
及柔性折叠屏幕的玻璃盖板等产品。投产后，年
生产各类屏幕玻璃盖板 2600万片，预计 5年内实
现销售额 10亿元以上，利税 5000万元，带动就业
300人。

富锦市相关部门表示，将始终秉承“为投资者
着想、帮投资者盈利、促投资者成功”的宗旨，坚持
把招商引资的高昂热情延伸到项目开工、建设、运
营全过程，用心用情当好企业“服务员”，全力打造
成本最低、信誉最好、效率最快、回报最高的投资
洼地，让企业在富锦投资放心、办事省心、生活顺
心。

富锦有了首家数字
光电科技制造企业

本报讯（陈雪婷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大
泳）富锦市大榆树镇利用毗邻市区的区位优势，大
力发展果蔬产业促农民增收。通过延长产业链、
完善产业布局，逐步推进种植业转型升级。

连日来，在富锦市大榆树镇兴达村双福蔬菜
基地，新建的 90栋蔬菜大棚内一片繁忙景象。走
进大棚，看到一片生机盎然：菇娘、豆角、茄子等作
物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在忙着打杈、除草等田间管
护工作。

负责人说，借助良好的发展势头，双福蔬菜基
地将进一步调优种植结构，丰富种植品种，合理利
用大棚设施和闲置土地，大力发展大棚果蔬种植，
引导群众积极发展商品果蔬产业，为村里的剩余
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带领当地群众走上致富路。

大榆树镇
布局种果蔬
敲开增收门

本报讯（莫双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大
泳）近日，富锦市委政法委组织开展以“严厉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百姓养老
钱救命钱”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分别在人民广
场、相关单位及 13 个镇、街道开展宣传活动，进
一步提升广大群众对养老领域诈骗内容知晓率和
覆盖面。

宣传活动通过展板、悬挂条幅、现场讲解、发
放宣传单等形式，为老年群体开展防范宣传。同
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现场过往群众讲解养老
诈骗手段及典型案例，提醒老年人遇事多与子女
沟通交流，守好自己的养老钱。

各镇、街道、各相关单位深入小区、商户发放
宣传资料，张贴海报，通过户外电子屏循环播放打
击诈骗的宣传口号，营造浓厚氛围。

政法委
护养老 防诈骗
宣传有声有色

本报讯（莫双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大
泳）近日，富锦市司法局开展“走千企访万户”活
动，搭载法治文化进企业、进社区平台，开启普法
宣传月。

活动中，司法局工作人员走访西沙小区以及
全市 30余家民营中小企业，宣讲民法典物权编、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讲解政府

“暖企”政策和推进民营经济发展措施。在走访
中，司法干部详细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和目前遇到
的困难，为企业提供法律问题咨询解答。

结合当前中高考时间节点，司法人员对社区
居民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及民
法典中其他涉及到的法律法规，提升家长科学教
育、健康培育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向老年人讲
解预防养老诈骗等专项知识。

司法局
解惑进企业
讲法进社区

纵深抓党建 织密监督网富
锦

为了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富锦市以无禁区、全覆盖、零
容忍态度下大力气拔“烂树”、
治“病树”、正“歪树”，深入推
进反腐败斗争。

保持“严”的主基调，强化
“不敢腐”。紧盯粮食购销、
“三资”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对失职失责者严肃追责、
顶风违纪者一抓到底，严厉查
处腐败问题，纠正侵害群众利
益的不正之风，以持续高压整
顿强化“不敢腐”的震慑。

织密监督网络，强化“不
能腐”。构建“市+镇（街道）+
派驻组”联动工作机制，开展

八届市委第一轮常规巡察，
“巡镇联村”、上下联动，督促
各监督单位（部门）认真履行
主体责任和监管职责，构建

“不能腐”的制度条件和土壤
环境。

突出固本培元，强化“不想
腐”。富锦市全面落实“一案三
书三报告一建议”制度，下发纪
检监察建议书 26 份，实现查处
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良
好效果。深化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抓“早”抓“小”，教
育帮助党员干部，对 76 名新任
科级干部开展任前培训，增强

“不想腐”的自觉。

严纪律建设 扎反腐之“笼”

□莫双 陈雪婷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大泳

富锦市以“法令既行，纪律自正”为准则，
结合“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以党的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为抓手，将制度建设贯穿始终，为实现“六个美
好富锦”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坚定不移把全面
从严治党推向纵深。

年初以来，富锦市制定并实施了具
有地方特色的“四个体系”相关纲领性
文件，引导全市党员“四个意识”再增
强、“四个自信”再坚定、持续做好“两个
维护”，严格落实从严治党相关举措落
实落靠。

通过制定实施巡察工作规划和八届
市委巡察人才库办法，富锦市配套完善
了巡察单机系统，成立专项工作组，对首
轮巡察的 6 家群团单位进行财务账目、
意识形态专项检查，深化政治巡察，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富锦市委书记梁庆民强调，要旗帜
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战略方针；要清醒认识严峻形势，继续
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要扛牢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让“清廉为官、干事有
为”在富锦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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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切实提高联建共建效
能，富锦市加快网格化服务管理
3.0升级版建设，组建“1+X+N”
的多员协同网格员队伍，实现
60 家职能部门进网格全覆盖，
整合 137家单位党组织力量，创
新开展“五微”活动，组织开展各
类联建服务百余次，加快推进

“红色物业”，实现治理重心下
移。

富锦市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以“一村一策”推进 16 个
软弱涣散村整顿和 16个重点村
分类管理、提档升级，选派驻村
干部 134人，切实发挥驻村帮扶
作用。公开招聘到村任职大学
生 202名，严管用好专项扶持资
金，辐射带动村级集体经济持续
增收，全面激发基层党组织活
力，构建人才振兴格局。

重组织建设 夯堡垒之“基”

富锦市研究制定了《全市机
关“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实施
方案》及相关配套“1+9”子方
案，召开专项会议和领导小组会
议，梳理汇总 10个方面 52项具
体工作任务，下发工作简报 20
期，刊发了《富锦市强化“融、破、
督”举措 推动能力作风建设走
深走实见行见效》等各类经验信
息做法 150余条。

富锦市坚持开门纳谏深入

查、聚焦靶向精准查、联系实际
精细查，该市 74 家单位部门联
动协同配合，查摆梳理问题 531
条、集中攻坚任务 241 项，解决
了低保政策群众知晓率不高、农
资市场经营秩序不够规范、实施
暖屋子工程集中攻坚难题等问
题。坚持督改并重，建立“联督
联议”工作机制，对全市重点工
作推进落实情况进行全程监督
检查，印发工作提示 20余件。

促作风建设 正党风之“貌”

本版图片由富锦市委宣传部提供

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共建暨科技招商对接
座谈交流会现场。

线上销售嘎达黏玉米。

多部门联合开展“结对子、种文化”群众文化
系列活动线上展演。

富锦市坚持把制度建设作
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策，充
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作用，修订完善《市委
全委会工作规则》《市委常委会
工作规则》等制度，严格落实民
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事项集
体决策制，确保民主决策、科学

决策、依法决策。
富锦市严格执行备案审查

规定，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备案率、
及时率和准确率达 100%。严格
按照“四个体系”要求，将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纳入各级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内
容及全年重点督查事项。

优制度建设 织从严之“网”

“欲事立，须是心立。”为了充分发挥
干部队伍建设的引领性、贯通性、支配性
作用，富锦市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
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拧紧
铸魂“总开关”。

为了筑牢思想之魂，富锦市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带动各基层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 200 余次，通过
编印中心组学习参阅、下发学习提示、
开展理论宣讲等方式推动学习入脑入
心，强化思想理论武装。创新出版了
《先锋富锦——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合集》，
在共产党员微信公众号等省级以上媒体刊
发《点燃爱国激情！国旗国徽国歌使用有讲
究》等动画短片，以新媒体形式助力抓实党
员思想教育工作，活化载体传播形式。为了
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富锦市委创
作原创文化作品31部，通过开展“结对子，种
文化”等线上文化展播、世界读书日、国图公
开课等文化活动，为基层群众补足精神之

“钙”，不断加固干部队伍思想文化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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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普法。。

讲解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