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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可欣）万千气象开新景，鼠报年来福满门。
1月19日，由中共白城市委、白城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白城
市委宣传部、白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白城市广播电视
台承办的白城市2020年春节文艺晚会在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中心举行。

市领导庞庆波、葛树立、张馨、鲍九生、张洪军、徐辉、梁仰
椿、曹华政、李宝东、王郢、叶静波、何野平、张天华、林海峰、陈
桂侠、翟喜林、符文、任长忠、付秀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
军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福彪出席并观看晚会。

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欢快喜庆的歌舞《东南西北大拜
年》拉开了白城市2020年春节文艺晚会的帷幕。从我市走出
去的著名音乐人大平为观众带来了原创作品《鹤舞蓝天》，用
歌曲表现了自己对家乡美景的热爱和对故土的无限眷恋，随
后的一曲《孝敬爹和妈》让不少在座的观众红了眼眶，赢得了
阵阵热烈的掌声。二人转《双回门》《猪八戒拱地儿》充分彰显
了东北传统文化特色。小品《村里来了乔干部》用诙谐幽默的
方式展现了我市脱贫攻坚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赞扬了
基层扶贫干部扎根基层、辛勤工作的奉献精神。参加过“中国
好声音”选秀的白城籍歌手带来歌曲《想你》，将晚会气氛推向
一个高潮。63850部队战士用歌曲《心得体会》向观众展示了
军旅生活别样风采。情景歌舞《妈，我回来了》、歌伴舞《放歌田
野》《致敬幸福》《白城力量》、魔术《百花齐放》、吉剧《小秘密》
等节目表演形式丰富，为观众献上丰盛的文化大餐，节目贴近
生活、感情真挚，突出反映了白城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示了白
城人民和谐、幸福的生活。

晚会结束时，庞庆波、葛树立、张馨等市领导走上舞台，与
演职人员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本报讯（记者姜宁）1月15日至16日，市政协主席张馨
先后来到洮南市洮府乡桥南村和洮北区东胜乡社会福利服
务中心进行走访慰问，并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

在退伍老兵刘文和家中，张馨与他坐炕头、话家常，
仔细聆听他们遇到的困难，详细询问他们目前的生活状
况，鼓励他们要保持健康乐观的生活态度，积极面对困

难，坚定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感谢党和政府，感谢
市领导惦记着我们这些贫困户，有你们的关怀，我就有
了战胜困难的决心与信心！”刘文和与他的老伴儿激动地
说。

在洮北区东胜乡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张馨详细询问了该
中心基本情况和老人们的身体状况，并参观了社会福利中心
的食堂、洗浴间和猪舍羊舍。他鼓励老人们要多锻炼身体，
保持良好的生活心态。他还叮嘱中心工作人员要保障老人们
的生活质量和饮食安全，对待老人要做到有耐心、有善心，
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让老年人老有
所养、安度晚年。

本报讯（记者翟向东）青山毓黛迎
宾客，草原银装果飘香。虽然己经是银
装素裹的数九严冬，但洮北区青山镇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大棚内却一片生机
盎然、蔬果飘香。1月 19日“筑梦洮
北·相约青山”——2020冬季采摘节
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市委书记庞庆波，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葛树立，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
洪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辉，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洮北区委书记何野
平出席启动仪式。

走进春意融融的温室大棚，采摘
品尝甜美的瓜果，为冬季的生活增添
了一份别样的快乐与惬意。在草莓、西
红柿温室大棚里，嫩绿的枝叶间缀满
了一个个火红娇艳的草莓、清香爽口
的西红柿，游客们悠然自得地挑选喜
欢的蔬菜水果，在采摘中体验着亲近
自然、融入自然的乐趣。当得知占地
31公顷、建有标准化棚室74栋的青
山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经济效益可
观，每年可带动贫困群众户均增收
1000元以上时，庞庆波十分高兴，要
求全面推进棚膜经济转型升级，提高
棚膜果蔬附加值，做好农旅融合大文
章，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穿过挂满了大红灯笼的园区千米
木质景观长廊，来到洮北区特色农产
品展示厅——青山镇、德顺蒙古族乡
的草编，林海、东风、平安、岭下的酒，
金祥的酱菜、平台的雪寒韭菜、三合的
粘豆包……洮北全区14个乡镇场近
百种特色农产品华美亮相。一路走，
一路看，一路赞叹。庞庆波强调，要
拓宽市场经营渠道，通过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真正实现一厅展示，一站销
售，达到推介洮北特色农产品品牌，展
示扶贫产品成效成果，提升农副产品
知名度。

本次冬季采摘节“以果为媒、以节
为缘”，在青山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德顺城四果蔬采摘园、果树场开心采
摘园等多个休闲农业采摘园同步开
展，精心推出了“莓莓”吉祥迎新
春、“柿柿”如意庆佳节等形式新
颖、欢乐有趣的采摘活动，为乡村旅
游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引导游客和市
民走出城市，到乡村体验采摘乐趣、体
味农村别样风景。

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洮
北区相关领导以及区直各部门、各乡
镇主要领导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报讯（刘建军）为深入贯彻落实全
国、全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相
关会议精神，切实推进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作用发挥，1月17日，市总工
会召开迎新春劳模和工匠座谈会暨劳模
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工作推进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
席叶静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叶静波首先向全市劳模、
工匠和工会干部致以新春的问候。就如
何充分调动和发挥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作用，叶静波指出，要进一步认识劳
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的重要性。把创建劳

模创新工作室，作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培
养工会组织、产业工人、劳动模范新使
命、新担当，实现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
用的有效载体。要进一步规范劳模和工
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工作。通过深化创新
工作室发展条件和环境，落实明确标准、

加强扶持、鼓励调动、完善机制等举
措，促进创建工作规范化、长效化。要
进一步关心关爱劳模和工匠人才。通过
健全劳模信息数据库、健全劳模关心慰
问机制、健全劳模宣传教育机制等务实
做法，积极引导劳模工匠保持先进性、

示范性。
会上，市总工会领导还为参会的劳

模、工匠发放了春节慰问金。赵维民、孙
伟等15名劳模、工匠分别就2019年劳
模创新工作室工作成果和2020年工作
打算进行情况介绍。

据了解，截至2019年末，全市共创
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31个，各
个劳模创新工作室通过开展“师带徒”活
动，累计开展各类技术培训200多次，先
后培育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100余
人，劳模工匠“传帮带”的辐射效应，为企
业发展储备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本报讯（记者汪伦）1月16日，在新
春佳节来临之际，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贺
电代表省公安厅党委到我市亲切看望公
安基层所队民警、因公牺牲民警遗属、困
难伤残民警、见义勇为人员代表，同时向
白城市各级公安机关全体民警、辅警致以
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走访慰问采取召开座谈会、发放慰问
金形式进行，会议由市政府副市长、公安
局长林海峰主持。

座谈会上，基层所队代表洮北分局长
庆派出所所长吕文越、因公牺牲民警遗属
代表潘玉晶、困难伤残民警代表张长胜、见

义勇为代表李长有分别进行了发言。在详
细了解相关情况和事迹后，贺电对2019年
白城公安机关在“交巡合一”、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一村一警”战略、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大庆安保等中心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对因公牺牲、伤残民警以及见
义勇为人员的所作所为表示赞许和感谢。
他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全市公安机关民警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担当、拼搏奉
献，履行好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
保障人民安宁的职责使命，以更加昂扬的
斗志和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为维护社会
治安大局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幸福新时代 追梦新白城

我市举办2020年春节文艺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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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馨走访慰问退伍老兵
和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省公安厅领导来白走访慰问
市总工会召开

迎新春劳模和工匠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朱晴）为迎接新春佳节，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连日来，市文联组织
市书法家协会开展了“同心同书——祖国
新春好”主题送春联公益活动。

由市文联和白城日报社共同举办的
“迎新春送福联谊活动”近日在白城日报
社举行，活动现场，白城市书法家协会
志愿服务分队和白城市美术家协会的10
余名书画家在白城日报社员工的热切期
盼中，挥毫泼墨拉开阵势，将心中的祝
福融进墨香，为在场的人员写春联、送
福字、绘年画。一张张红纸铺展开来，
写在纸上的不仅是一场传承传统文化的
笔墨盛宴，更是大家对新年的美好祝福
和愿景。喜庆的红纸为底，黑墨为字，

字里行间尽显真挚祝福。在场人员选春
联、接春联、晾春联，忙得不亦乐乎。这次
活动，书画家们共创作400余幅春联、字
画。一副副对联、一张张“福”字让大家在
接受春节祝福的同时还领略到了书法的
魅力。

据了解，自1月初我市开展主题送春
联公益活动以来， （下转四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
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我
国“三农”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白
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
白城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
全面谋划，制定了《白城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明确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
思想、发展目标、重点任务，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
划、重大行动，细化时间表、路线图，确保乡村振兴
战略各项任务扎实推进。在过去的一年，全市深入实
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五大行动”，粮食生产、产业扶
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取得显著成效，开创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新局面。市农业农村局被农业农村部评
为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劳
模集体称号，荣记扶贫攻坚集体三等功。1人被农业农
村部评为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1人被评为省级

劳动模范。
农业供给提质增效。全市各地高度重视农业生产，

加之气象条件较为有利，农作物普遍获得好收成，粮食
产量实现8连增。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得到有效防
控，畜禽生产安全得到充分保障。在畜禽产品价格普遍
上涨的激励下，全市规模化养殖场发展到373家，畜禽
饲养总量达到1661.54万头（只），肉、蛋、奶产量达到
25.6 万吨。稻渔综合种养扩大到30万亩，约占全省
50%。农机装备水平继续提高。农机总动力达到567万
千瓦以上，各种类型拖拉机达到17万台以上，主要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8%以上。推广保护
性耕作面积147万亩，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210万
亩。全市化肥使用量同比减少1.1万标吨。全市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装备配套率达到84%，大型规模养殖
场装备配套率达到100%。

特色产业初具规模。实现产业兴旺是破解农村发
展一切难题的关键。白城市始终把突出特色发展作为
白城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主攻方向。启动建设玉米、水

稻、杂粮杂豆等5个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区165万亩。确
定大安太山黄菇娘产业镇、洮南福顺辣椒产业镇、镇赉
五棵树稻米产业镇、通榆兴隆山杂粮产业镇、洮北青山
生态园产业镇为特色产业示范镇。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加快创建。通榆辣椒、大安花生、洮南黑水西瓜、镇赉绿
色水稻被评为市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全市有6个农产
品区域公共品牌、10个农产品品牌被授予“白城市首批
农牧业名片价值品牌”称号。全市有效使用“三品一标”
证书产品达430个。

棚膜产业发展迅速。全市棚膜产业规模达到18.15
万亩，新扩建棚膜园区22个, （下转四版）

同书鹤乡好 同心贺新春
我市“同心同书——祖国新春好”主题送春联公益活动火热开展

重农强农号角亮 乡村振兴正当时
——2019年我市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综述

●杨彦龙

市领导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段卫军 王野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