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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农业普查“数”说三农实情

“别说是住楼房，就连住砖房我都没
敢想过！”12月13日，通榆县乌兰花镇陆
家村。一间低矮破旧的土房中，64岁的村
民叶朝贵和61岁的老伴陈雅芝正在忙碌
着将各种生活用品打包。随着陆家村易地
扶贫搬迁项目的建设完成，叶朝贵和老伴
马上就要搬进温暖、明亮、干净的新楼房
了。即将离开这间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土
房，叶朝贵感慨万千。他和老伴岁数大了，
微薄的地租和低保，每年共计不到5000
元，日子过得很艰难。自从脱贫攻坚工作
开展以来，各种脱贫项目的落实，让他家

今年收入达到了1万元。而这次的易地扶
贫搬迁项目，更是让他们住进楼房，还得
到了五六万元的土地补偿款差价，这让老
俩口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叶朝贵家的故事，只是陆家村的一个
缩影。

上联“易地扶贫铺新路”，下联“脱贫
攻坚暖人心”，横批“政通人和”。在陆家村

居民小区6号楼前，几位村民正兴高采烈
地在楼道门外张贴对联。在小区中放眼望
去，一幢幢崭新的楼房在旷野中屹立，外
面天寒地冻与楼房内温暖如春，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欢笑。此
时此刻的陆家村，简直比过大年还要喜庆
热闹。而这一切，还要从今年2月份说起。

（下转三版）

图①村民叶朝贵夫妇正在忙碌着收图①村民叶朝贵夫妇正在忙碌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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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村民高艳华看着新楼房和大红图②村民高艳华看着新楼房和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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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村民马晓红夫妻俩正在忙着搬图③村民马晓红夫妻俩正在忙着搬
家家

图④新建楼区远眺图④新建楼区远眺
图⑤村民叶朝贵家以前的老房图⑤村民叶朝贵家以前的老房

探索扶贫道路 赢得攻坚首捷
——通榆县乌兰花镇陆家村易地扶贫搬迁纪实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张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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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汪伦）日前，市政府办公室转发了《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2017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对2017年部分节假日
放假、调休和相关工作作出安排。

《通知》对2017年部分节假日安排如下：2017年元旦1月1
日放假，1月2日（星期一）补休；春节1月27日至2月2日放假
调休，共7天，1月22日（星期日）、2月4日（星期六）上班；清明
节4月2日至4日放假调休，共3天，4月1日（星期六）上班；劳
动节5月1日放假，与周末连休；端午节5月28日至30日放假
调休，共3天，5月27日（星期六）上班；中秋节、国庆节10月1日
至8日放假调休，共8天，9月30日（星期六）上班。

《通知》要求，节假日期间，各地、各部门要妥善安排好值班
和安全、保卫等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
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

为满足农民对科技致富的需求，镇赉
县建平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科技人员，利用
冬季农闲时机组成“讲师团”，进屯入户为
农民送技能、教方法，送信息、解难题。通
过形式多样的科技指导，让更多的村民学
到种养新技术。他们采取的面对面入户指
导，让农民听得懂，记得牢，实现了供需双
方的有机融合。目前，这个乡农民参与积
极性空前高涨，科技培训由“要我学”变成

“我要学”，实现了“一人带多人，一户带多
户”的学科技、用科技氛围，加快了科技知
识在农村的推广和应用。

这个乡大岗村村民赵洪东说：“科技
人员到我家来讲科技课，感觉非常亲切，
像走亲戚一样，传授的农业新技能对我们
农民来说特别实用。现在的农业技术更新

快，我们要跟上农业科技发展步伐，让今
后的农业生产更有谱。”

近年来，这个乡的冬季农民科技培训
工作，已经建立起农业科技常下乡，技术
推广在一线的工作机制。农技部门开办
了农家课堂，科技人员现场讲解，面对
面、手把手对农民开展培训指导，做到
课堂上听，走出去学，生产中实践，实
现了从“培训”到“培育”的创新，从
传统培训到现代化、信息化培训的创新，
提高了参与性、互动性和实效性，确保实
现农民听得懂、用得上、看得到、能致富的
培训效果。参加培训的农民带着问题来，
带着实用技术满载而归。培训让农民尝到
了科技致富的甜头，农家课堂也成为了农
民致富的“加油站”。

本报讯（吕南南）近日，洮北区到保镇
启动了土地确权工作。他们严格把握政策
原则，严守政策底线，确保土地确权工作
扎实推进。

这个镇及时召开了党政班子会、全镇
党员干部大会、村组工作会，采取以会代
训的形式，详细讲解土地确权工作的意
义、原则、要求、方式等，将政策讲透，程序
讲明，责任讲到位。通过广泛宣传，使确权
政策家喻户晓，形成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他们成立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
作领导小组，全力配合土地确权登记工
作。各村也推选由“两委”干部、村小组长、
老党员代表组成的工作专班，负责政策宣
传、入户调查、田块指认、公示确认等工
作，全力保障土地确权颁证工作的顺利开
展。这个镇每周定期召开班子会，通报情
况，分析原因，探寻办法，督导落实。目前，
这个镇土地确权工作推进顺利，接近尾
声，实测总面积达164723亩。

到保镇扎实推进土地确权工作

私排乱放下污染高发、旅游景区宰客频
现、险资举牌扰动市场……如是种种，莫不与
有关政府部门日常监管不到位密切相关。近
期，环保部、国家旅游局、保监会等部门启动
相关领域督查，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被认为是
政府部门加强监管、主动作为、切实提高政府
治理能力的一股新风。

为政之要，贵在落实好。然而近年来，一
些部门和领域在政策的执行和落实上存在“中
梗阻”。一些政府部门不同程度存在着监管理念
转变迟缓、监管资源整合欠缺、监管执法能力
不足等问题，还有一些基层部门成了“歪嘴和
尚”。新形势、新情况迫切需要相关部门转变理
念、创新机制、更新手段、主动作为。

加强政府监管，可先从治标入手，落实
“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切实将
监管责任落实到岗位，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盯
住中央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
劣的问题。在此次相关领域督察中，国家旅
游局在全国开展“不合理低价游”整治行
动，保监会对险资频频举牌，派检查组进驻
寿险公司调查，被认为是政府部门强化监管
的信号。

加强政府监管，尤其应在治本上多下工

夫。例如，对雾霾的成因要进行全链条研
究、开出治病药方，真正为子孙后代负责；
对于险资频频举牌上市公司，监管部门需要
从源头上着手规范和防范隐患，对巨额资金
从哪里来、利润获得是否合理等问题加强日常
规范管理，推动资本市场沿着市场化、法制化
轨道稳步发展。

加强政府监管，还应创新监管方式，鼓励
社会监督，强化行业自律。比如旅游景区宰客
问题，一方面鼓励社会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
方参与社会监督，提升公众的维权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依靠行
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也要看到，督查并非一劳永逸，相关工作
能否开好“最初一公里的头”，并“结好最后一
公里的尾”，关键在于各级各部门是否严格落实
有错必查、有错必纠、令行禁止。

环保、保监、旅游等部门开展相关领域督
查开了一个好头，希望这股清新之风能吹拂出
更多主动作为的局面。

时 评

一股主动作为的新风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2017年部分节假日安排出台

村民致富的“加油站”
●常忠海 王志华

“虽然最近很忙，但心里却是满满的欢喜。今年，我们洮北绿地农牧
业开发有限公司种植、养殖产业都见了效益，生产的黑麦面粉和纤维高
粱米经青岛一家公司选送已成为军供品。目前，我们正积极运作明年与
农民合作扩大种植面积，公司的发展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近日，身兼
洮北绿地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燕子草编工艺专业合作社、燕子劳务有
限公司3家企业负责人的李宝军，信心满满地向记者表示。

洮北区青山镇燕子草编工艺专业合作社，在省内外颇有名气。
2012年，经历多年在外打工创业的青山镇农民李宝军和妻子王燕，
创办了燕子草编工艺专业合作社。当时，他们吸收了近百名当地妇女
入社。几年来，他们生产的各式笤帚畅销省内外，现已在国外打开销
路。他们还多次与市、区妇联共同举办手工技能培训，带动1100多名
妇女就业致富。

“人活着不仅为了赚钱，还应该有社会责任。我是个爱折腾的人，
我更享受拼搏过程和帮助他人致富带来的快乐！”李宝军以这样的心
态，于2015年先后创办了洮北绿地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和燕子劳务
有限公司。

据了解，洮北区绿地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立足于我市良好的生
态环境，旨在全力打造绿色、生态农畜产品品牌。2016年初，公司与
当地老百姓签订单种植了优质小麦15公顷，纤维高粱100公顷，粘
玉米5公顷，开展了肉羊养殖，均取得了较好效益。燕子劳务有限公
司主要开展职业中介、家政服务等项目。截至目前，已为数百名待业
人员提供了就业岗位，并凭借优质的服务在业内口碑极好。李宝军告
诉记者，今年3家企业纯利润可达200万元，并已带动了很多身边的
农民走上致富之路。

5年来，像李宝军这样创新创业的农民企业家群体，已成为拉动
我市经济增长的重

要力量。目前，全市具有一定规模，辐
射作用较强，企业比较稳定，效益较
好的农民创业实体已达100多个，主
要从事农副产品加工，新型建材加
工，特色养殖，家政商贸服务等行业，
直接安置农民就业3000多人，间接
带动3万多农民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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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翟向东）12月15日，市委书记
庞庆波主持召开民主协商会，向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通报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法检两长人事安
排情况，并进行民主协商，听取意见和建议。

庞庆波向与会人员通报了省委对市人大常
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法检两长调整决定，并
就人选的有关情况作了具体说明。

庞庆波指出，民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一大政治优势，是我们党的
优良传统，也是搞好换届人事选举工作的一个
重要环节。多年来，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
人民团体、无党派代表人士和党同心同德，积极
参政议政，支持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保持高度一
致，为推动白城发展献计献策，做出了很大贡
献。希望大家统一思想，齐心协力，认真贯彻中
央和省委关于做好换届工作的要求，充分发扬
民主，扎实做好工作，保证换届选举顺利进行，
保证“两会”圆满成功。

会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负责
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一致认为，这次对市人大
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法检两长人事安排方
案，符合中央和省委有关规定要求，符合白城实
际，提名的人选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群众
威信高，既体现了组织意图，也反映了干部群众
的意愿，一致表示拥护和赞同。

市委副书记李洪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工会主席许广山，市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白城市委主委
马靖然，市政协副主席、民建白城市委主委翟喜林出席会议。民
革市委筹备组成员，市妇联、市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
和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翟向东）12月15日，市委书记庞庆波主持召
开市级老干部通报会，通报关于“两委”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法检两长人事安排情况，并就有关情况作了具体说
明，听取了意见和建议。

庞庆波首先对市级老领导一直以来给予市委工作的关心
支持表示感谢。他在通报中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六次党代
会、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白城市六届一次会议，是全
市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此次换届工作，对加强市级

领导班子建设，促进白城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他表示，与会的老领导在过去的工作中，尽心尽力，尽职尽
责，为白城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依然发挥余
热，关心支持白城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
议。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帮助
把好人事安排关。

与会老领导一致认为，这次对“两委”和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法检两长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省

委对白城市级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这次提名的人选政
治素质好、大局意识强、组成结构优，充分体现了组织的意
愿，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大家表示，今后将继续关
心支持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工作，共同为推动白城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市委副书记李洪慈，市级老领导李增福、沈贵、崔殿革、葛
泽峰、王文成、王文奇、李殿发、王国权、邢爱民、高平、哈斯巴
根、初源富、柳芳清出席会议。

市委书记庞庆波主持召开市级老干部通报会

志愿服务走进林海镇敬老院
本报讯（孙胜男）日前，白城宏升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的志愿者们来到洮北区林
海镇敬老院，看望慰问这里的老人们。

当天，林海镇敬老院里异常热闹，志
愿者们走进孤寡老人中间，陪老人唠家
常，询问老人们的生活情况和身体健康状
况，亲手帮他们试穿带来的棉衣棉鞋。老

人们乐得合不拢嘴，志愿者们的爱心服务
让敬老院洋溢着温馨的气氛。此次活动,
白城宏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捐助大米1
吨，豆油20桶，棉衣10套，棉鞋20双,物
品总价值6000余元。志愿者们表示,今后
他们将继续关注关心这里的老人们,定期
看望老人,尽己所能为老人们排忧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