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提升城市良好形
象、助力“创城”，日前，市
园林管理中心对向阳山
公园门前硬覆盖进行提
档升级改造，为市民营造
一个更加舒适、优美的休
闲环境。

本报记者 夏景明 摄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辽源在行动辽源在行动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之《神笔马亮》
中的稻田画火遍全国，成为网红打卡地。
据了解，剧中的稻田画取景于沈阳“稻梦
空间”，该景区展示璀璨悠久的稻米文化，
是集稻田画观光、原始水稻种植、立体养
殖、生产加工、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生产、
生活、生态”稻米主题创意农业产业园，令
人神往。

现在，我们辽源人不必再去沈阳的
“稻梦空间”观赏稻田画，因为东丰县大兴
镇的福利村就有！

在福利村的六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站在 18米高的三层观景台上，以 90亩稻
田为画布，绘制的巨幅稻田画尽收眼底。
靓丽的色彩、多样的造型，使得稻田画更
具观赏性。“乡村振兴、幸福东丰”“喜迎二
十大”、五星红旗、华表、梅花鹿、丰收的粮
仓……稻子绘制的既有地域特色又有爱

国情怀的稻田画，使人视觉和精神上双重
震撼。

近年来，东丰县大兴镇坚持“生态立
镇、旅游兴镇、文化强镇、产业富镇”发展
定位，围绕乡村旅游主打产业，走农文旅
一体化发展新路。东丰县六禾现代农业
田园综合体就是大兴镇福利村走这条新
路的推动者。通过鼓励引导工商资本下
乡，引进吉林省建设集团回家乡投资建
设，占地面积 38.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2
亿元。秉承循环、有机、设施、订单、特色、
休闲等“六个农业”融合发展理念，引领和
带动全市现代农业发展。目前，东丰县六
禾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深入挖掘乡村多
元价值，在福利村打造休闲观光、餐饮住
宿、农家体验等新型农业产业业态，实现
传统农业“腾笼换鸟”，促进乡村旅游同步
发展。

辽源也有“稻梦空间”
本报记者 王超

仲夏，东丰县拉拉河镇绿意萌动、生机
盎然。在拉拉河镇双福村，一面面内容囊
括家乡风貌、农村文化、田间景色、奥运精
神、科技发展等内容的彩绘墙把这个山村
装扮得更加多彩，昔日各家颜色不统一、破
旧的院墙，变身为村里一道耐看且有内涵
的独特风景。除了各家院墙都有墙画装扮
外，记者看见村里各家院内干净整洁、杂物
堆放有序，院外几乎没有什么堆积物，曾
经在农村较为常见的苞米杆、柴火垛已无
影无踪。

双福村的人居环境转变是拉拉河镇
农村人居环境转变的一个缩影。以前，双
福村和镇里其他村庄一样，村里有的人家
院里乱堆杂物，门外的空地不是堆起柴火
垛，就是私搭乱建，村里的环境显得“脏乱
差”。为了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拉拉河镇
在全镇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围绕私搭乱建、侵占公共用地、材草垛乱
堆乱放等重点难点问题，镇党委制定时间

表，明确重点治理任务，成立治理专班和
包保队伍，对破旧棚子、临街厕所、院外玉
米楼等进行了零容忍拆除，对脏乱水沟、
垃圾堆、粪堆等进行了彻底清理，突出清
理死角盲区，彻底改变农村脏乱差现象。
截至目前，累计出动机械设备300余台次，
拆除私搭乱建530余个，清理垃圾2万吨。

同时，为了引领各村村民积极加入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镇党委不但鼓励村民随
手拍下身边变化，分享整洁庭院、干净街
道、美丽墙绘等文明卫生现象，曝光垃圾
乱堆乱放、私搭乱建等不文明行为，而且
还鼓励村民自发清理院落、收拾屋内外卫
生，增强自己家园自己爱护的责任意识，
营造创建示范村人人参与的热烈氛围。
东丰县拉拉河镇副镇长王琪睿说：“截至
目前，全镇已下发《拉拉河镇环境整治倡
议书》700余份，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愈发积极，各村的人居环境在全镇人民
的努力下日趋向好。”

人人都行动 家园更美好
本报记者 李锋 赵佳雯 田美琦

东丰县拉拉河镇依托自然资源优势，
加大种植结构调整力度，通过招商引资，
大力发展黑果花楸产业，使农民驶入增收
致富“快车道”，也为水源地环境保护支起
了天然绿色屏障。

夏日里的拉拉河镇六道沟村山川秀
美，鲜花盛开。漫山遍野的黑果花楸盎然
生长，纤细的枝条随风摇曳，在阳光的映
衬下，犹如颗颗闪耀的黑玛瑙，熠熠生
辉。在黑果花楸种植示范基地内，多名农
民正对黑果花楸树苗进行田间管护。

黑果花楸，又名不老莓、野樱莓，是集
食用、药用、观赏和生态价值于一身的蔷
薇科落叶灌木。其果实应用于食品、饮
料、药物、保健品等产业，具有极高的经济
附加值和广阔的市场前景。据项目负责
人介绍，黑果花楸栽植第二年即可结果，
鲜果产量和产值都非常可观。

近年来，拉拉河镇将黑果花楸栽植作
为一项致富产业，利用从村民手里流转过
来的土地进行连片开发，按照“种苗繁育、

基地建设、产品加工”规划，2019年在六道
沟水库一级保护区内栽植黑果花楸 70万
株，栽植规模124公顷，由东丰县德厚福林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并吸纳周
边农民以土地、务工等形式入股，形成“龙
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
模式，当地农民逐渐走向了规模化、现代
化发展的致富路。

拉拉河镇黑果花楸种植加工基地建
设项目分三期建设，预计总投资一亿元以
上。目前，一期建设已完成124公顷70万
株的黑果花楸苗木栽植，相关配套设施已
建设完成，总投资1200余万元。二期项目
计划建设大型高标准冷库一座、高标准产
品展示房一座、大型电力变压器一座及其
他辅助设施，计划总投资1200余万元。三
期项目将建设具有国际标准的产品生产
线一条、相关厂房及附属配套设施，并把
基地建设成集农业采摘、餐饮、观光、康
养、旅游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基地，计划
总投资为6000万元。

依托亿元项目 拉拉河镇农民
驶入增收致富“快车道”

本报记者 胡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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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财政局、教育局、珠算协会：
辽源地区自1994年秋季起，在小学新一年中

开展珠心算普及工作，至今已 28年，全地区累计
三万余名少年儿童接受了珠心算教育，实践证明
珠心算在儿童左右脑开发方面具有较好的启智
功效。为将我地区的珠心算普及工作更扎实深
入的推进，更好地将“珠算”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我地区得到弘
扬保护，市珠协经研
究决定，拟于2022年8
月 15日—16日举办“辽源市 2022年珠心算师资
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1.辽源地区内两所省珠心算优秀选手训练

基地骨干教师；2.辽源地区内各小学、幼儿园拟
开设珠心算课程的授课教师；3.有志从事珠心算
教育事业的社会青年，可无基础，中职以上学历。

二、培训时间、地点

1.培训时间：8月
15日—16日 8点 20分
报到，全天培训。

2.培训地点：辽源市会计人员教育中心（人
民大街1623号，市政府北侧楼）

三、培训内容
1.珠心算基础知识；2.珠心算教材教法。

请各县（区）珠算协会于 8月 10日将参加培
训人员名单报送至辽源市珠算协会。

联系人：周智勇
联系电话：5089060 13766066766
辽源市财政局 辽源市教育局 辽源市珠

算协会
2022年8月2日

关于举办辽源市2022年珠心算师资培训班的通知

为了深入挖掘、保护和传承辽
源地域特色历史文化和人文档案
资源，更好地发挥档案“两个服务”
作用，辽源市档案馆即日起面向社
会各界征集具有辽源地域特色文
化记忆的档案资料。

一、征集范围
1.辽源地域红色档案资料。

反映辽源地域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建设新中国等历史
时期各个方面具有红色传承记忆
的档案资料。包括文献、手稿、书
信、日记、传记、回忆录、笔记、书
画、票证、奖章、照片、录音、录像
等。

2.地方特色工业档案资料。
反映辽源地域各个时期曾取得的
重大成就、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建
设等各行各业特色、生产方式及技
术进步的文献资料；反映辽源煤炭
工业历史发展的矿山文化档案资
料。包括文字、照片、音视频、实物
等。

3.辽源人物档案资料。辽源
籍（包括在省外或国外的辽源籍人
士）或曾在辽源地域内长期活动过
非辽源籍的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的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及其他重
要人物档案资料。包括证书、证
件、奖章、委任状、聘书、图书、文

字、图片、音视频、实物等。
4.民间特色档案资料。体现

辽源风土人情、民风民俗、民族宗
教、特色文化等具有档案文献文化
价值的原始资料，如辽源地域戏曲
文化、地方民风民俗、地方传统民
间工艺、地方民间口述史料、东北
特色农家农耕文化等，包括文字、
书籍、图片、音视频、实物等。

二、征集要求
档案资料要客观真实，具有原

始性。并附简要文字说明，捐赠载
体多样，照片未经 PS处理，音视频
播放流畅，并标注拍摄者、拍摄时
间、地点等简要信息。

三、征集方式
1.移交进馆。鼓励单位和个

人捐赠档案资料，捐赠人对捐赠档
案享有优先利用权，并颁发证书。

2.寄存保管或复制进馆。所
有者不愿捐赠，可采取寄存的方式
交市档案馆代为保管或提供复制
件，并颁发证书。

四、联系方式
辽源市档案馆档案征集鉴定

科
韩雪峰 13019290099
佟 欣 15204377866

辽源市档案馆
2022年7月26日

关于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辽源地域特色文化档案资料的通告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综合运用法律、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手段，建立健
全反有组织犯罪工作机制和有组织犯罪预防治理体系；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
结合、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相结合、与反腐败相结合、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坚
持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各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出自《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三条至第六条）

4 反有组织犯罪工作应该坚持什么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
应知应会

主要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2）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3）恶势力组织实施的犯罪。

（出自《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条第一款）

5 有组织犯罪主要包括哪几类犯罪？

辽源市公安局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0437-3282363、3232110 举报地址：辽源市人民大街4456号扫黑办

辽源市公安局

6 什么样的组织是黑社会性质组织？

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组织特征”即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
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是“经济特征”即有组织地
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
的活动；三是“行为特征”即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
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是“危害性特征”（或称“非法控制特征”）即通过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
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出自《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

本报讯（记者 闫书御
琳）8月 1日至 8月 5日期间，
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委
老干部局、市文联主办，市老
干部老年书画研究会、龙山
区美术家协会承办，辽源文
艺志愿者协会、龙山区康宁
社区居民委员会协办的“庆
八一、铸军魂——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书画
作品展”在吉林省新东北文
化信息有限公司展出。

本次展出书画作品 200
余幅，皆来自我市书画家们
的精品之作。《军魂》《初上井
冈山》《挺进大别山》等一幅
幅作品苍劲有力、大气磅礴，
饱含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

敬意。这些作品题材广泛、
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艺术精
湛，楷行隶草篆，诸体兼备、
众体纷呈，内容与形式完美
结合，在书之神、画之韵中，
诠释着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
念和满腔情怀，充分体现了
书画家们对人民解放军的热
爱和深厚的感情。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
长王忠民说：“这些作品弘扬
了社会各界对我党我军的拥
护爱戴之情，体现了全市各
界书画工作者对拥军工作的
大力支持，体现军民鱼水情、
军民一家亲的热忱。”本次书
画展以最好的作品献给最可
爱的人，传承发扬爱国拥军

爱民奉献的优良传统，唱响
时代主旋律，营造了良好的
文化氛围。

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庆“八一”铸军魂——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书画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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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1年，龙山区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在区委、
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委依
法治市办的精心指导下，深
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打造“五个
新龙山”营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

持续加强法治政府制度
体系建设。

优化完善机制。严格落
实政府重大决策工作规则，
2021年以来，修改并审查重
大投资合作协议6件，审查政
府决策事项 20件，出具书面
合法性审查意见书30份。深
化法律顾问制度。组建区政
府法律专家库，成立第三届

法律顾问团，提供法律服务
70件，包括法律咨询38次，代
理诉讼案件 32件，充分发挥
法律顾问在政府工作中发挥
重要作用。

纵深推进法治营商环境
建设。

持续加强营商环境建
设。深入企业开展法治服
务，联合开展企业普法培训、
企业法律体检、法治专题讲
座等活动 10余次，签署政务
服务诚信承诺书45份。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组织全
区23个部门开展政务服务项
和业务办理项复用，复用率
100%。持续推进“只跑一
次”。对涉及14个部门的270

项审批事项实行综合窗口集
中办理，开辟“个转企绿色通
道”，审批效率提升95%，全力
推行“网上办事”。目前，网
上可办率为 67%，“最多跑一
次”达到 96%，全区各类“综
窗”受理政务服务事项 437
项，占比80%。

全力加强社会矛盾纠纷
化解。

“信访+调解”打造矛盾
“终极站”。依托龙山区社会
治理服务中心统筹化解，采
用访调对接形式在较短时间
内实现就地息诉罢访。“诉
前+调解”充当社会“稳压
器”。依托社会治理服务中
心和诉调对接中心，将人民

调解职能置于诉讼形成前，
将“诉调对接”机制建成维护
社会稳定的“安全门”。依托
全区11个公共法律服务实体
平台、电话热线和微信公众
号等线上平台采用订单式和
预约式，接待服务群众275人
次，办理援助案件169件。“行
政争议+调解”铸就和谐“助
推器”。设立行政复议接待
室，将行政复议、诉讼等行政
争议纳入调解范围，建立行
政争议“多元调解前置、法院
诉讼断后”纠纷解决体系。

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能

力进一步增强。
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以

“3·15”消费者权益日、“4·15”
国家安全日、“12·4”国家宪
法日暨“宪法宣传周”等特殊
节点为载体，围绕习近平法
治思想、《宪法》和《民法典》
等，开展法治宣传、法治文艺
汇演 20余场次，发放各类法
治宣传资料 3000余份（册）。
2021年以来，全区各相关部
门联合开展“美好生活、民法
典相伴”“宪法宣传周”等各
类普法宣传活动、“以案释
法”讲座10余场。 （龙轩）

龙山区深化依法治区实践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法治政府示范创建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李及肃）
进入汛期以来，我市经历多
次强降雨过程，强降水导致
部分农田积水。为做好农
田排涝工作，市农业农村局
多次组织各级农业专家及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分
类指导服务，因地制宜及时
采取排涝措施，确保第一时
间最大限度排出田间积水。

7月 29日，市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站长赵连波利用
晴好天气，带领部分农业专
家及农技人员深入龙山区
山湾乡山湾村田间地头，指
导农田排涝与苗情管护。
村民张大哥一边排出田间
积水，一边对记者说：“有了
农业专家的科技指导撑腰，
咱防灾自救的信心更大了，

接下来，俺们这些农户按照
专家的指导，抢抓农时，抓
好病虫害防控，全力以赴

‘虫口夺粮’保丰收。”
农业技术人员提醒农

民，目前玉米农田积水严重
的地块应尽快疏通排水渠
道，加快排水散墒。提高土
壤通透性，促进根系和植株
恢复生长，同时要密切关注
病虫害发生情况。要利用
晴好天气，及时喷洒叶面
肥，促进玉米作物生长。对
于倒伏较轻的玉米田块不
用扶直，而匍匐的玉米地块
应该人工扶直，扶直后要及
时培土，减少粮食损失。

我市全力抓好农田排涝工作
确保农作物正常生长安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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