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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王帅 杨旭）
今年以来，兴隆县以开展“抓党

建、促脱贫、保小康”活动为契机，

抓好“两委”干部、一线党员、农村

人才“三支队伍”建设，为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的组织保

障和人才支撑。

强化“两委”干部“组织引

领”。制发《关于推行基层党组织

及党组织书记星级化管理的办法

（试行）》，科学设置“政治引领、制

度规范、党员先锋、综合发展、群

众满意”五项评星内容，涵盖35

条具体评星标准和30条负面情

形，量化为百分考核细则。建立

“自主对标争创、乡镇综合考评、

组织复查评定”的考核评定机制

和晋位升级机制，将村干部在推

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方面的工

作实绩纳入考核范畴，并安排

120万元绩效资金用于奖励“五

星级”党组织。夯实基层党组织

堡垒作用，不断激发村“两委”干

部内生动力。

激 励 一 线 党 员“ 示 范 带

动”。以党员“先锋指数”积分制

管理为抓手，不断提高党员在脱

贫奔小康中发挥作用情况的考

核权重。建立党员“五诺一争”

“3+X”承诺等机制，引导农村党

员根据自身发展实际，争当带富

之星、致富之星、脱贫之星，统一

挂牌示范，让党员亮身份、亮职

责。结合党员“双育工程”，积

极推行“订单式”培训模式，重

点围绕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

旅游产业发展和电子商务等内

容，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培养

一批党员致富带头人和党员产

业大户，有效提升自身发展、辐

射带动能力。年均有1.3万名农

村党员作出公开承诺，承诺践诺

事项涉及创办经济合作组织、发

展特色种植养殖业等30多类事

项，有效发挥了农村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

确 保 农 村 人 才“ 后 继 有

人”。加强村级后备干部队伍人

才库建设，探索实行“三条培养

路径”，即把村“两委”干部培养

为致富带头人，把村干部和致富

带头人培养为党员，把党员中的

致富带头人培养为村干部和后

备干部。将 636 名农村优秀人

才纳入“后备干部青苗库”，其中

择优遴选39人，任命为村级组织

员等职务，参与村级事务并发放

补贴，有效解决基层活动开展过

程中人员力量不足问题。依托

县林果技术推广中心，县级建立

1个技术专家服务团，每个乡镇

建立1支技术服务队，每个村安

排1名技术指导员，开展技能培

训和“点对点”指导，壮大基层技

术人才队伍。

兴隆建强“三支队伍”助力脱贫攻坚
组织引领 示范带动 队伍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王东岭）走

进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姜家

店乡杜家店村百亩果树种植基

地，农事钟点工们正在山坡上为

果树锄草、浇水。“我投资30万

元于2017年流转山坡地500亩，

其中栽植‘金红苹果’200亩、沙

果300亩。流转20亩川平地育

果树苗。预计2022年这些果树

就能进入盛果期。这经济林也

能成为咱发家致富的‘摇钱

树’。”杜家店村党员致富能手魏

术新说。

“这个小地名叫水泉沟，尽管

这里山高坡陡，不太适合规模化

的农业种植。但良好的高山自然

条件，却让咱发现了商机。咱把

村民手中的撂荒地用起来，种植

果树，将来这里就会变成‘花果

山’。”魏术新说。

“在魏术新的果园里打工

挣钱，都是农民雇农民，乡亲

帮乡亲，比在外地打工好多

了，一天能挣 120 元呢。”杜家

店村村民季艳秋高兴地说。魏

术新的果园常年用工 10余人，

农忙季节为果树浇水、除草、定

干等，用工30余人。在家门口

打工，在实现农户直接现金收

入的同时，还能兼顾农户自身

家庭事务。

“我乡加大生态建设，去年大

力实施防沙治沙和国民营合作造

林项目，全域造林8160亩。森林

覆盖率稳定增长，即增加了集体

收入，又为一部分贫困群众提供

务工收入。选聘有劳动能力的生

态护林员 55名，每年落实工资

8000元。引导农民采摘苦乐芽、

蕨菜、蘑菇、金莲花等山野资源，

增加收入。经济林成为农民的

‘活银行’。”姜家店乡党委书记王

利明说。

经济林既是“林”又是“林产

品”，一头牵着生态，一头连着富

民，是建设现代林业的主要着眼

点和落脚点。

近年来，围场一直把林业建

设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头等大事

来抓，全县林业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开

展以来，围场通过定思路、明方

向，决心站在新的起点上，将山川

秀美的“绿被子”和百姓致富的

“钱袋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加快

经济林建设步伐，走可持续发展

的路子，让经济林果成为群众增

收致富的重要来源。

围场大力发展以干鲜果品、

木本油料、园林绿化苗木、木本花

卉中药材等为主的经济林产业。

目前，围场经济林总面积达190

余万亩，农民人均拥有3.5亩经济

林。打造金红苹果、“围选1号”

杏扁、绿化苗木等林果产业专业

乡2个、专业村26个，建成果品休

闲观光采摘园18个，年产干鲜果

品31.3万吨，辐射带动1.6万人稳

定增收500-2000元。

今年，围场聚焦“百万亩林

果”项目，坚持“自主自愿、生态

共享、合作共赢”原则，充分发挥

林业资源优势，创新林业产业发

展方式。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

张承坝上地区造林等国家重点

生态造林工程，引导鼓励中标单

位优先雇佣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人口参与工程建设；依托公益性

岗位设置，以森林、湿地、沙化土

地管护为重点，优先安排有劳动

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

服务和管理，增加工资性收入。

依托木兰林业集团，引导建档立

卡贫困户走林上有产品、林中有

旅游、林下有经济的经营之路，

增加贫困户经营性收入；依托天

然林管护、生态补助等项目资

金，优先使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

人口转化为护林员，增加转移性

收入；依托林业产业发展基础，

探索实施整村推进发展模式，持

续稳定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争

取投入资金1.5亿元，有效实施

林业生态建设与保护项目，打造

经济林产业示范村 5 个，带动

5000户以上建档立卡户实现稳

定增收。

同时，围场积极引导贫困户

利用林间空地、森林边缘地带，发

展林药、林菌、林禽等林下经济，

将林下资源变成菜篮子、药园

子。近年来，围场大力发展以林

菌、林药、林花、林禽为主的林下

种植养殖业，林下经济成为农民

增收的一条致富新路。

围场经济林产业为百姓种下“绿色银行”
人均拥有3.5亩经济林，辐射带动1.6万人稳定增收

平泉青河镇：生态美吸引“远客来”

双滦区税务局
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涉税政策

近日，位于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尖宝山村的清河源景区

漂流项目正式开门迎客，漂流河道全长5公里。据悉，清河源综

合旅游度假区一期工程共建有“奇幻峡谷漂流”和“美式憨宝儿

萌宠乐园”两大板块。图为游客在体验漂流乐趣。

宋立新 摄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姜家店乡实行“农

户+基地+合作社+党支部”模式，大力推动现

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如意山村德润农业

科技产业园投资 700 万元，流转土地 3000 亩，

种植中药材、海棠等。图为德润农业科技产业

园内，村民在栽植升麻根。王东岭 王堰 摄

本报讯（通讯员白子军 陈
珊珊）今年以来，双滦区税务局

设置政策法规组，专门负责落

实国家税务总局等上级局下发

的各项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

企业复产扩能的税费优惠政

策，全力扶持企业复产复工。

建立疫情直报制度和日报

告工作制度，完善培训、物资储

备等工作。在原有微信群的基

础上，建立双滦区税务局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工作群、税务

局-“同心双滦”二级群和双滦

税务理论学习中心组群。

实时关注文件动态，把握政

策方向，全面落实各级惠民政

策。印发《国家税务总局承德市

双滦区税务局关于落实国家税

务总局18项措施的通知》，建立

区局统一指挥、各股室组织协调

实施、各税务分局为作战单元的

责任体系，对总局18项措施工

作职责进行明确，构筑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落实网络，确保

总局、省局、市局、区委区政府各

项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措

施全面落实。

积极拓展“非接触式”办税

缴费服务。全体税务干部及时

通过电话、微信等渠道向纳税

人推送宣传政策，并充分利用

办税服务厅显示屏，在公众场

所张贴公告等方式扩大宣传渠

道，为纳税人答疑解惑，精准辅

导，确保相关税收政策落实到

位。按照“尽可能网上办”原

则，全面梳理网上办税缴费事

项，并向纳税人、缴费人提示办

理渠道和相关流程。各分局面

向纳税人做好宣传咨询，保证

渠道畅通,对纳税人、缴费人遇

到的个性化问题和需求，通过

多种渠道，第一时间准确耐心

细致解答。对于确需到办税缴

费服务场所办理业务的，提供

预约服务，分时分批错峰办

理。同时，该局落实各项规定、

切实优化纳税服务等尽力满足

群众生活、企业生产和防疫需

要，帮助支持企业复产复工。

7家企业入选省级新型
研发机构试点培育项目

本报讯（通讯员杨林立）近日，省科技厅公布了

50家新型研发机构试点培育单位，承德市兴隆县山

楂产业技术研究院、承德众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等7

家企业成功入选，通过数量位列全省第二，增长率达

233%。

近年来，承德市科技局积极引进创新资源、搭建

创新平台、集聚创新团队、构建创新体系，大力支持

企业研发机构做大做强，科技创新平台数量和质量

都取得重要突破。截至目前，承德市共有各级科技

创新服务平台234家，其中省级重点实验室2家，省

级技术创新中心30家、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8家、省

级新型研发机构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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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泉市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大力发展食用菌特色产业，强龙头、壮基地、建园

区、树品牌、抓培训、搞服务、增效益，促进食用菌

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图为该市卧龙镇食用

菌示范基地的菌农正在挑选香菇干品。

李平文 摄

平泉2.4万党员接受党性体检
本报讯（通讯员梁玉杰 韩雪）今年以来，平泉

市探索推行了党员党性体检，全市 2.4 万名党员

人手一份党员党性体检报告，全面接受党性洗

礼，有力地锤炼了政治品格、提升了党性修养、

激活了红色初心。

明确标准，划出“硬杠杠”。围绕理想信念、思想

作风、岗位业绩、服务群众、履行义务五个方面，细化

优秀党员标尺。从“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

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四个方面具化

合格党员4条标准。制定基本合格党员负面清单，划

出10条警戒线。制定不合格党员负面清单，从理想

信念动摇、“三不”党员等10个方面划定红线。

严格程序，杜绝“走过场”。对标对表党章、准

则、条例等方面内容，制定党员检视问题清单，实行

自我评估、党员互评、党支部评定“三重诊断”，对党

员党性进行全方位透视，按照“优秀党员、合格党员、

基本合格党员、不合格党员”四个考评等次，将体检

结果记入党员个人档案，并作为党员十二分制管理

量化指标之一纳入年终考核。

突出整改，对症“出药方”。坚持把问题整改作

为落脚点，聚焦检视出的病情、挖掘出的病灶，准确

开方抓药，通过专项学习、谈心谈话、结对帮扶等方

式，督促党员迅速将整改建议落地落实。针对基本

合格党员，由上级党委对其进行约谈；针对不合格党

员，有序做好转化、劝退、除名等组织处置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胡志涛）盛夏

时节，在平泉市青河镇营子村的

青龙河源头，青山苍翠，繁花似

锦，十几只苍鹭正在觅食、嬉戏。

“随着村里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

每年来这里的苍鹭也逐渐增

多。”青河镇营子村党支部书记丁

国玉介绍，苍鹭每年4月末-5月

初的时候就会飞到这里，在附近

大树上搭窝，哺育幼仔。大概到8

月份的时候，大苍鹭就会带着小

苍鹭飞走，等到来年的这个时候，

再飞回来。

多年前，青龙河源头就是

一个脏乱差的小水坑，自从环

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开展以

来，青河镇实行河长制管理，水

源有专人管理，环境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水域面积大了、

大坝坚固了、河水清澈了、水源

四周绿了美了干净了，“远来的

客人”也增多了。

如何让这些“远来的客人”静

享大自然？该镇营子村专门组织

村级保洁员每天对苍鹭嬉戏玩耍

的水源及水源周边的卫生进行清

理。同时，对前来观赏苍鹭的游

人进行监督和引导。“村里人爱鸟

护鸟意识都很强，再加上村里保

洁员每天的精心‘护理’，相信明

年来的苍鹭会更多。”村民李大爷

笑着说。

“大家快来看啊，武宝才，他

上新闻了！”近日，青河镇老道洼

村村民的便民服务微信群里热闹

了起来。原来，青河镇老道洼村

民武宝才在野外发现一只野生动

物幼崽，经专家鉴定，该幼崽是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的幼

崽。“每年这时候村民都会到山上

去采蘑菇，山兔、野鸡、蛇，这些经

常能见到。但是遇见小豹猫崽还

是第一次。”老道洼村党支部书记

徐宝春说。

野生苍鹭恋上青龙河源，豹猫

幼崽放归大自然……这正是青河

镇坚持“两山”发展理念，不断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成功写照。

近年来，平泉市青河镇坚持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

战”，全力做好非煤矿山扬尘治

理，扎实推进秸秆禁烧工作，组织

开展饮用水源地保护专项行动，

严格落实“河长制”。同时，全面

整治农村环境卫生，建立生活垃

圾收集转运机制，青河镇的山更

青了、水更绿了、天更蓝了。

丰宁满族自治县窟窿山乡引进丰宁远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4600 多万元，全乡流转土地

9618.65亩，种植黄芩、蜀葵、金银花、苍术、金莲花、赤芍等中药材，打造热河道地中药材基地，带动全乡6

个村794户增收，引领贫困山区产业振兴。图为当地群众采摘金莲花。 刘海波 陈树斌 摄

兴隆打好生态建设提质攻坚战
本报讯（通讯员杨旭）今年以来，兴隆县聚焦加

快绿色发展，全面深化“保护-建设-治理-提升”

工作思路，全力打好生态建设提质攻坚战，让绿色

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

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启动编制中长期规

划、各专项规划，制定出台“1+4+N”系列政策文件，

严格执行“三线一单”要求，实现生态管控“一张网”

全覆盖。

持续抓好生态修复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坚持防重于治、治防并举，深入实施蓝天

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严格落实“河长制”，实施清

洁小流域治理工程。全面开展土壤污染防治，依托

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

持续扩大生态开发效益。加快推进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深挖“生态+”功能，培育生态工

业新的增长点，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让绿水青

山真正变成百姓致富的“靠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