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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今年将完成营造林67.5万亩
全民义务植树 700 万株，新发展经济林 15 万亩，草原综合植被

盖度达到7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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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城创优服务环境激发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尉迟国利 通讯员刘
环宇）从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今
年全年将完成营造林 67.5 万亩，全民义
务植树 700 万株，新发展经济林 15 万
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73%以上。

在“管”上做实，全面打响资源安全
保卫战。突出抓好美国白蛾、红脂大小
蠹、草原鼠害虫害等重大有害生物防
治，严防松材线虫疫病侵入，确保林业
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安全。对丰宁、围场
坝上等草场严重退化区、重点水源涵养
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严格禁牧制
度，依法查处非法开垦、非法占用草原
等违法行为。同时，扎实开展“金剑”

“金盾”等保护森林资源专项行动，严厉
打击各类林业违法犯罪行为。

在“造”上发力，全面掀起国土绿化
新高潮。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京冀水
源林、规模化林场建设、小流域治理等

生态建设工程，突出“两河、六路、四区”
造林绿化重点区域，做好“见缝插绿”大
文章。持续扩大板栗、苹果、山楂、仁用
杏等八大传统优势经济林品种的产业
基地规模，力争到2020年达到人均4亩
经济林、2 亩果树的发展目标。同时，加
大对滨河、沿路、环城绿化景观带的建
设力度，以张承高速公路和国家“一号
风景大道”两侧山体绿化为重点，结合
其他高速和国省干道沿线绿化，打造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天路”。

在“提”上抓点，示范引领森林草原
和果品全提升。对全市退化草原和低
效林进行改造，加快退化草原恢复和治
理。本着“上规模、出特色、增效益”的
原则，调优全市果品品种，围绕“全要
素、全产业链、全域化”要求，积极引进
新技术，延长产业链条，增加山杏附加
值和产销吞吐能力，将“小山杏”做成

“大产业”。大力实施农村实用人才百
千万工程，加强与科研院所、行业专家
开展合作，依托乡土实用人才，组建一
批林业科技推广社会化服务队伍，设置
林果咨询热线，切实解决好果农“咨询
难”的问题。

在“营”上创新，推动从造林向营林
转变。在进一步推进丰宁林管处、御道
口林场、塞罕坝机械林场等第二批碳汇
项目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全市“碳资产”
的管理，持续扩大跨区域森林碳汇交易
规模。加大国家、省级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的建设力度，不断完善水、电、路、
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身边增绿”工
程，努力打造一批森林小镇、森林人家
和生态文化村，助推全域旅游发展。围
绕林中野生药材、野菜、蘑菇、干鲜果品
等资源，发挥好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
的引领带动作用，积极引进战略投资

者，提升行业竞争力。
在“扶”上求精准，坚决打赢林业脱

贫攻坚战。利用好生态护林员、贫困林
场等林业扶贫项目，将资金和政策向贫
困县进一步倾斜。深入实施“六个一
批”工程，依托造林用工、经济林产业、
森林碳汇、森林旅游、护林员等帮扶方
式，带动贫困户致富增收。在继续实施

“入股+分红”模式的同时，探索推广“园
区+贫困户”“龙头企业+贫困村”“合作
社+贫困户”等帮扶模式，引导更多贫困
户参与项目获利。

在“重”上抓聚焦，全面推进重大项
目落地。深入实施“互联网+”林业行动
计划，推进“智慧林业”建设。在全市范
围内建立森林资源 GPS 巡检系统试点，
全面提升森林资源管控水平。积极推
进航站机构和项目建设，确保航站建设
完工并顺利开航巡护。

□记 者 李建成 尉迟国利
通讯员 张建伟

进入 2019 年，平泉市食用菌产业
发展又迎来了喜事。

近日，石家庄股权交易所党委书
记刘从庆郑重地向平泉市中润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艳斌颁发了
授牌，该公司成为石家庄股权交易所
2019年第一批上市企业挂牌单位。这
是平泉食用菌企业、全省食用菌行业
中首家挂牌上市企业。

平泉自古盛产野生菌类，但食用
菌产业的发展却始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经过这些年的精心打造和市委、市
政府的扶持引导，目前已经成为全市
最具优势特色、产业链条最完整、辐射
带动能力最强、农民从中受益最多的
农业支柱产业。截至 2018 年底，全市
食用菌基地面积达到 6.5 万亩，标准化
覆盖率达到 90%以上，生产规模达到
6.4 亿袋，产量 58 万吨，产值 60 亿元，
从业人数达到 12 万人，提供全县农民
人均纯收入4600元。

小 蘑 菇 已 铺 就 平 泉 百 姓 的 致
富路。

一个食用菌“土专家”的成长

走进平泉市希才应用菌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柳凤玉脱掉外套，换上白
大褂，进了实验室，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

如果不是工作人员介绍，很难让
人把这个能熟练操作仪器、年近60岁
的人与土里刨食的农民联系起来。

柳凤玉是地地道道的平泉人。上
世纪八十年代，平泉开始发展食用菌
产业。柳凤玉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也
加入到了这个行业。“我这人爱琢磨，
对食用菌也感兴趣，越不懂的越想弄
明白。”柳凤玉说，这些年，他种植食用
菌、试种新品种从没赔过钱。正是看
中了这一点，平泉市希才应用菌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向他发出了邀
请。1999年，柳凤玉来到该公司，主要
从事技术研究技术指导等工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柳凤玉从
一名农民成长为省级突出贡献技师，
获得发明专利4项，通过国家、省、市认
定的科技成果 10 个，先后研发、引进、
推广食用菌新品种 30 多个，并承担多
项国家、省、市、县的科技项目，还担任
着承德市食用菌研究会副会长。

在平泉，像柳凤玉这样的“土专
家”还有很多。“人才是第一资源。”承
德市副市长、平泉市委书记董正国说，
近年来，平泉始终把人才作为发展经
济的基础性工作来抓，不断优化政策
环境，加强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努力凝
聚一批创业创新型人才队伍。

该市建立了高规格领导机制，成

立了以市长为组长，财政、发改委等
18个单位为成员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出台了 《平泉市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意见》

《新型职业农民奖励扶持政策》 等文
件，对于在扶贫村发展产业、带动贫
困户的新型职业农民，在现有产业扶
持政策的基础上给予叠加政策扶持。

近两年，平泉先后评选了“十大农
村优秀实用人才”“百名农村实用人才技
术标兵”，创办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696
家，培养入库农村实用人才1.6万人。

现在，该市已组建了 400 多个食
用菌专业合作社，培育了 2000 多名食
用菌经纪人，把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成食用菌种植的行家里手。

一个食用菌园区的变迁

摘菇、装筐、装车⋯⋯初春，在桲
椤树镇八十亩地新村的香菇基地里，
平泉市利达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工人
们忙个不停。

多年来，受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每年的 11 月到次年的 3 月，大棚里
就出不了菇。而今年春节前却正是销
售旺季，一车车新香菇被送往公司总
部保鲜库里。

“这可多亏了新技术。”该合作社
总经理高树满说：“我们在每个棚的入
口上方都安装了通风换气装置，给棚
遮盖了白色保温塑料和苫布，这样既
能保温又能通风，延长出菇时间，控制
好温度、湿度、菌种质量等关键环节，
就能达到常年生产架式香菇。”

这些长 60 米、跨度 14.5 米的棚
室，规格统一，各类设施设备齐全。84
座排列整齐的大棚矗立在路边的园区
里，格外显眼。

高树满踏上食用菌产业之路始于
1996 年。那一年，他在家里搭起简易
棚，用打工积攒下来的钱栽培了 2000
袋香菇，当年的纯收入就有 2000 多
元。此后，高树满的蘑菇生产规模越来
越大，收益也逐年增加。2001 年，他将
出菇棚从家门口迁移到远离村舍的田
间林地，建起了平泉第一个集中连片
的食用菌园区。

2004 年，高树满筹建了食用菌保
鲜厂，初步形成了生产、收储、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产业链，解决了食用菌的
储存、销售问题。后来，高树满还成
立了平泉县瀑河源食品有限公司和以

“公司+基地+农户”为模式的合作社，
构建了完善的农产品产销体系，并先后
取得“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无公害产品

认证”和“平泉香菇”地理
标志认证。

基于人多地少、干旱
少 雨 始 终 制 约 着 农 业 发
展，自 2004 年开始，平泉加
强“一业一园”农业科技示范
工程建设，将食用菌的发展从

“小庭院”引向“大园区”。
高树满的食用菌种植基地不断

扩大，2012年在韩国首尔设立了公司，
使平泉的小蘑菇走出山沟，走向世界。

2017年，高树满在桲椤树镇、台头
山镇一口气投资 5000 万元，新建了标
准化生产示范园区 500 亩，带动 1.5 万
余户农民从事食用菌种植，其中不少
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使农户总增收
6000万元。

高树满企业的成长史也是平泉食
用菌产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我们一直把食用菌产业作为当地
的支柱产业、扶贫的扎根产业来推进。”
平泉市市长曹佐金说，把食用菌产业发
展规划纳入全市总体规划，并制定食用
菌产业发展等 10 余项专项规划，每年
安排3000多万元作为食用菌产业发展
引领资金，撬动 10 倍以上的社会资金
支持食用菌产业链发展。

目前，全市拥有省级龙头企业 5
家、市级龙头企业 4 家、跨国企业 1 家，
生产 100 余种精深加工产品，年加工
销售能力超过10万吨。栽培品种发展
到香菇、滑子菇、羊肚菌、虫草、灵芝等
10 余个，累计建设 10 亩以上食用菌园
区 1500 余个，起草制定省、市地方标
准 20 项。同时，该市食用菌辐射带动
周边 6 个省区、20 余个市县，成为名副
其实的“中国菌乡”。

一罐食用菌饮料的诞生

“你看，这是我们公司新上市的功
能性饮料！”近日，承德森源绿色食
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绍芳向笔者介绍
一罐饮料。从外形看，没什么特别之
处，但罐体上一行小字吸引了笔者注
意——蛹虫草发酵植物饮品。

原来这罐饮料的原料之一竟然是
食用菌。

“这是我们独有的专利技术产品。
它完善了平泉的食用菌产业链条，填
补了国内该类产品的空白。”孙绍芳自
豪地说，公司已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4项，产品生产技术和科技含量在国
内处于领先水平。

承德森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仓储物流

于一体的天然、有机食品供应商。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现已发展成全国食用
菌行业龙头企业。

1986 年，24 岁的孙绍芳从收购野
生菌起步。收购野生菌、从事食用菌种
植、最早涉足加工业⋯⋯由于对品质
把控严格，短短几年间，孙绍芳的野生
菌生意越做越红火。

生意越做越大的同时，孙绍芳发
现，蘑菇生产周期长，且价格不稳，质量
也不好控制，进而导致罐头等产品的原
料受限制较大，公司利润空间变小。

“价格不稳定，容易让老百姓丧失
对蘑菇种植的信心。”孙绍芳苦苦思索
解决之策。

转型！2008年，在经过深思熟虑之
后，孙绍芳作出与河北师范大学合作
的决定。

依托河北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
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终于成功研制
出了蛹虫草发酵植物饮品。该饮品采
用液体深层发酵和无菌冷灌装技术，
发酵液经过 5 次转种，26℃低温发酵，
虫草素的含量是冬虫夏草的20倍。

2016 年，“森源生力”蛹虫草发酵
植物饮品成功上市，因其口感醇正，畅
销承德、保定、北京等地。

“这是国内最先进的 PET 无菌冷
罐装线。”在生产车间里，4条罐装线已
通过验收，该公司技术总监侯金鑫说，
投产后日产量可达460吨。

“目前，全市累计研发新品种、新
技术、新产品 145 个，取得各项专利
12个，特别是‘香菇周年化栽培集成
模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平泉市
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郭旭彦说，
全市建设平泉市食用菌研究会等本土
科研实体15家，与中国农科院、中国
农大、河北农大、河北师大等10余家
科研机构和高校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
系，成功推动了国家级食用菌产业技
术研发中心、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
术研究院的落地建设。

如今，小蘑菇已成大产业，托起了
农民致富梦！

本报讯（通讯员宋立新 记者尉迟国
利）宽城满族自治县坚持优化环境与发展
经济并重，积极创优服务环境，经济社会发
展动力与活力不断增强。截至目前，该县已
取消前置审批226项，保留34项，改为后置
审批152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精简85%。

提供最优惠的营商政策，确保“引得
来”。该县制定出台了《优化发展环境促进
二次创业优惠政策》，对社会资本上项目给
予政策优惠。对重大项目优先安排用地指
标，对引进国内知名三甲医疗机构、985 或
211 院校及其他知名院校来该县单独建设
分院分校并实质运营的，政府无偿划拨土
地；对现有企业引进国内外领先技术在宽
城转化落地，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经济效
益 的 ，按 照 引 进 技 术 新 增 地 方 财 力 的
20%，连续 3 年奖励给企业；企业引进“两
院”院士等高层次人才到宽城研发、转化科
技成果，按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程度
给予免房租和发放津贴等不同优惠。截至
目前，已引进高科技人才65人。

提供优良的服务环境，确保“建得快”。
将提升审批效率和全方位保姆式服务作为
首要任务和必尽职责，完成“两集中、两到
位”改革，加快项目落地建设速度。提升行
政审批效能，精简审批环节、减少审批层
级、压缩审批时限，将建设项目审批全程办
理的自然时间锁控在150天以内。实行“先
照后证”登记制度，取消前置审批 226 项，
保留 34 项，改为后置审批 152 项，工商登
记前置审批精简 85%，实现企业“四十三
证合一、一照一码”和个体工商户“四证合
一、一照一码”。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网上审批系统和智能化服务大厅平台建
设，完成河北政务服务网政务服务事项信
息公示 440 项。持续开展重点项目领导干
部包保、部门领办代办，对项目建设和企业
发展提供主动、全面、快捷的服务。

提供最全面的要素保障环境，确保
“留得住”。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开工建设
了总投资 19.3 亿元的京建线、北凌线、
承秦出海路辅线 3 条国省干线公路和 13
条农村公路，交通得到有效保障。被列入全国首批小康用电示范
县，开工建设总投资 11.7 亿元的承德东 500KV、新甸 220KV、
城西 110KV 输变电站项目，电力保障水平明显增强。启动建设
总投资 15 亿元的迁安 — 承德天然气输气管道。强化资金保障，
发挥财政投融资平台、国控集团作用，对企业的资金需求给予最
大限度支持，临时借款及委贷余额达 37 亿元，担保余额达 19.9
亿元。

本 报 讯（记 者 尉 迟 国 利
通讯员白子军）为推动文化繁
荣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进一步增强文化软实
力，双滦区今年共安排 22 场主
题文化活动、54 场彩色周末活
动，各乡镇、街道也将自行组织
不少于 3 场主题文化活动，将
文化惠民落在实处。

今年，该区将以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为主线，以春
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节、中
秋节、重阳节为重点，充分利用

重大节日安排主题文化活动，
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目前，该区已组织开展了春
节送文化下基层、鼎盛皇家灯会
等主题文化活动，得到了广大群
众一致好评。广场舞活动月、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庆
“七一”文艺演出、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民乐演奏等活动也将
按照时序陆续展开。尤其是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双滦
区将举办6场主题文化活动，全
力营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刘海波 记
者尉迟国利）日前，丰宁满族自
治县四岔口乡三岔口村村民寇
景伟冒着生命危险，成功救下了
被高压电击中的半挂翻斗车司
机。该县见义勇为协会组织公
安、民政等相关部门核实后，寇
景伟被县政府授予“见义勇为积
极分子”称号并给予奖励。像寇
景伟一样，2018年，该县共有10
人获得“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
号，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

组织“强”，形成齐抓共建
合力。该县建立了以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为组长，公安
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为成员
的见义勇为工作领导小组，并
建立了 28 个乡镇见义勇为工
作站，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
导、综治部门具体负责、相关部
门协作配合、社会各界大力支
持”的良好工作格局。

信息“畅”，发现及时上报
先进事迹。对 28 个乡镇、街
道、开发区工作人员进行了培
训动员工作，鼓励广大群众积
极收集上报见义勇为先进事迹

的信息。同时，与公安、宣传等
部门保持信息沟通，及时发掘
见义勇为先进事迹。

政策“实”，保护和关心先
进人员。今年初，在财政预算
中安排见义勇为专项资金 6 万
元，用于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
牺牲人员的丧葬补助和抚恤、
伤残人员的生活困难补助和治
疗康复补助及先进事迹宣传。
关心和爱护见义勇为人员，安
排其所属单位及乡镇在日常生
活中帮助解决他们最需要、最
现实、最直接的问题和困难，为
见义勇为人员和家属办实事、
做好事。

氛围“浓”，营造良好社会
环境。除对见义勇为先进事迹
和良好道德风尚进行宣传外，
还召开全县见义勇为表彰大
会，弘扬社会正气和正能量。
同时为乡镇、街道、开发区及各
部门发放见义勇为宣传手册

《正气丰宁》1万册，制作宣传展
板、宣传单和标语等，营造倡导
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的浓
厚舆论氛围。

◀近日，菇农在
平泉市中润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
用菌生产棚内采摘
香菇。
通讯员 孙钎溧摄

双滦区

今年安排22场主题文化活动

丰宁

28个乡镇建立见义勇为工作站

近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市场监管局开展了整治“保健”
市场乱象百日行动。该县成立13个集中检查组进行全面排查，截
至目前，发现问题8个，立案3起，排查网站45个。这是执法人员
在药店内检查。 通讯员 高倩 记者 尉迟国利摄

承德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
能区，也是燕山—太行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近年来，在加强生
态建设的同时，该市牢牢把握产
业脱贫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培育
发展县域特色产业，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
日前，我们深入承德各县（市、
区），实地探访全市县域特色产
业发展路径，敬请关注。

开栏的话

▼承德森源绿
色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森源生力”蛹虫
草发酵植物饮品的
生产线。
通讯员 邱建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