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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就拿我自己说吧，退休后生活有

保障，生病有人管，想吃啥吃啥，想穿啥

穿啥，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你说国家好

不好？共产党好不好？所以每个人都要

热爱国家、维护国家、保养国家。”长春市

二道区英俊社区81岁的“草根宣讲员”

贾宝仲的话，让在场的人为之动容。“保

养”二字，让人深深感受到他对党、对

国家无限热爱、无限感恩的真情。

“我们来自草根，服务草根，要把

党的政策传播到草根……”2月18日，

近3个小时，7名“草根宣讲员”妙语连

珠、妙趣横生的发言吸引着在场的每

一个人。那些看似刻板生硬的思想、

信念、政策、法规，在他们的口中变得

如此生动、贴心。如今，在长春市二道

区，这样的宣讲员有150多名、基层宣

传骨干1000余名。

“二道信仰讲堂”正应和了习近平

总书记说的那句话——“人民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它成为一

个烫金的精神标识，成为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切口和全

新平台。

用百姓嗑唠国家事——接地气

2013年10月，“二道信仰讲堂”诞

生了。

长春二道区委书记黄宪煜告诉记

者，经济社会转型期，有的干部群众理

想信念滑坡、诚信意识缺失、法制观念

淡薄，一时间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跟不

上、转不过弯。如果用老办法，只是开

开会、发发文件，不接地气，效果不

好。老百姓关心的事、纠结的问题，你

不解释清楚、掰扯明白，怨气憋在肚子

里，时间久了，牢骚多了，会相互“传

染”蔓延。几经探索，他们把重心下

移，选择老百姓身边的党员、有文化和

人缘好的人，组织起来，成立大讲堂，

这些“草根”就像种子，天天在群众身

边，用百姓嗑唠百姓事、讲百姓理、解

百姓惑，润物无声中讲形势、讲政策，

百姓很乐于接受。

“在哪儿讲？讲什么？怎么讲？”

“信仰讲堂”建起来容易，开展活动难。

东盛街道亚泰社区楼栋党支部书

记杨先德是“信仰讲堂”的宣讲员，“刚

刚担任宣讲员那会儿，不知道怎么到

群众中去讲。有一次，看到院里两伙

人围着打扑克，我就走过去开讲。刚

提起话头儿，人家收起扑克走人了。”

尴尬的他意识到这种生硬的宣讲办法

不对路，之后便调整方法，先钻人堆儿

里去听大家唠嗑，然后找机会接话茬，

在唠嗑过程中，插进去要表达的意思，

慢慢地往党的政策上引。

“现在，很多人看见我都会主动问

这问那，说的都是正事儿。我就停下

脚，和他们唠。”杨先德告诉记者，退休

年龄延迟有人不理解，“认为掌权的不

愿意离岗，还拿老百姓垫背。”他就这

样解释：“咱们参加工作那会儿，都是

十七八岁，现在人都是大学毕业，参加

工作就二十三四了，晚了六七年。更

不用说硕士、博士了。再一个，我们国

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下子都退

休了，工作谁来干？话说回来，延迟退

休也不是一刀切，实际上有的就延迟

几个月。”“嗯，说的在理儿。”老杨简单

的几句话得到一致认可。

2月23日，吃过午饭，亚泰社区的

“草根宣讲员”朴忠清来到劳动公园。

老邻居一见面就抛出了一个话题儿：

“今天讲讲依法治国怎么样？”一听这事

儿，朴忠清立马来了精神头儿。“依法治

国，离我们并不遥远，每个人都要从小

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事情做

起。”他这样说，很多人理解不透，朴忠

清就耐心地解释，“其实，法律就在我们

身边。比如两个孩子掰手腕，不小心一

个孩子的手腕骨折了，两家协商不成，

就到法院判决；再比如，孩子不爱学习，

到网吧玩游戏，受到不必要的伤害，也

涉及到法律问题。所以，作为家长，要

带头学，教育孩子遵法守法。”几件身边

小事，听得周围群众心服口服。

朴忠清说：“开始时我们是集中

讲，每月讲一次，后来一看不行，电视

在讲、广播在讲，重复同样的话群众听

着就没味道，也不及时，于是我们化整

为零，搬着小凳到楼道里讲、到居民

家、到学校、到军营讲。三五人也唠，

三五十人也讲，能集中集中，能分散分

散，人越少效果越好，内容上针对老百

姓疑惑的问题讲，效果更好。”他还总

结出4个宣讲方法：说清道理讲故事、

解惑答疑有互动、适时引导作比较、讲

做结合看实效。

讲与帮结合——更走心

在正阳社区见到杨丽珍时，她正

在入户走访。提到杨大姐60多岁还

这么忙活不容易，她却说：“我心脏不

好，但没办法，就是愿意干。当上宣讲

员，我非常高兴。退休多年，还有机会

为党工作，感到非常荣幸。”杨丽珍自

豪地说，正阳社区虽然是老旧散小区，

但是没有一个打仗斗殴和偷鸡摸狗

的，小区189户人家处得像一家人。

2015年5月的一天傍晚，东盛社

区的医生宣讲员庞胜哲在给患者输液

时，听到患者议论“有人要去省政府上

访”，庞胜哲马上走过去同他们“聊起

来”。原来是因为住房的产权证迟迟

办不下来，大家撺掇一起到省里去找，

不行就集体封路，制造影响。庞胜哲

第一时间把情况反映给社区，并和社

区人员挨家走访劝导，承诺帮着跑产

权。几个回合，忙到深夜，几名牵头的

上访者终于放弃了当初的想法。第二

天他便和街道干部一起跑起了产权。

今年60岁的干部宣讲员杨淑洋

是八里堡街道英俊社区党总支书

记，一个厚厚的日记本是她工作中不

离手的宝贝，里面记满了老百姓的需

求和难事。正在社区的丛师傅向我们

拉开了话匣子。 (下转第二版)

信 仰 之“ 根 ”
——长春市二道区“信仰讲堂”记事

本报记者 陈耀辉 于水 王英 孟凡明

本报2月29日讯（记者黄鹭）

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房俐主持召开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巴音朝

鲁同志在全省主要领导干部专题

研讨班上的讲话要求。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伟根，

副主任车秀兰、王云岫、李龙熙，秘

书长吴玉珩出席会议并发言。

与会同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对

全党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是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

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

论的光辉篇章，是我们做好各项工

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巴音朝鲁书记的讲话对我省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推动工作理

念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作出

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我

们一定要贯彻落实到人大工作的

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

房俐在与会同志发言后，对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落实好巴音朝鲁书记讲话要求

做了安排部署。房俐指出，要深入

学习，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省人大机关学习型机关建

设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高认识，

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和省委

对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研判上来，

统一到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

上来，党组成员要带头学，机关党委要结合人大工作组织好研讨、交流，

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学而有效。

房俐强调，要准确把握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核心要义。加深对新常态科学内涵的理解和把握，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

性，更牢地坚持“第一要务”，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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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武钰洪）“农村脱贫、农

民富裕，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春节过后，桦甸市把工作重点聚

焦到脱贫攻坚上，找穷源、挖穷根、摘

穷帽，一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春季

攻势，在桦甸全面打响。

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扎实开展，

桦甸在成立领导小组的同时，还组成

脱贫攻坚“智囊团”，分设重大事项、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

等10个组，发挥智力、技术和政策等

优势，全程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

“把脉会诊”，既“出方子”，又“验方

子”，并列出“脱贫清单”——2016年

脱贫5130人。

结合“两核准”、“六落实”、“五行

动”等要求，桦甸在春节期间拿出专项

资金，对全市贫困户及低保户、五保户

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市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还专门印发了贫困户包保服务

手册，发放到全市每一名党员干部手

中，做到措施清、任务明、记录详细。

春节后一上班，市各级包保干部就分

赴到各乡镇贫困村、贫困户启动帮扶

工作。全市多部门联动，研究落实各

项政策，并逐月制定具体帮扶措施，保

证脱贫攻坚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桦甸市坚持“扶贫”与“扶志”相

结合，注重由“输血”向“造血”转变，

既着手解决当前困难，又立足长远生

计，保证脱贫不返贫。按照“顶层设

计”、“先急后缓”和“全面服从脱贫攻

坚”的原则，整合使用各部门资金。

桦甸加大本级扶贫资金投入，财政每

年拟列支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脱

贫攻坚，保障贫困群众达到有稳定的

增收项目、有入村公路、有安全饮用

水、有合适的住房、有广播电视、有电

话和宽带线路、有医务室、有文化活

动场所的“八有”标准。

截至目前，全市9个乡镇和永吉

街道已针对各自实际，按照发展生产

脱贫、结合生态环境保护脱贫、教育

脱贫、医疗和救助扶持脱贫、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兜底脱贫和一事一议脱

贫的具体思路，全面展开精准“滴灌”

式扶贫。

找穷源 挖穷根 摘穷帽

桦甸发起脱贫攻坚春季攻势

近年来，长春市不断推

动产业园区建设，持续加强

基础研发和科技孵化，力求

聚集更多的国内外知名机构

和高科技企业入驻，带动区

域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图

为北湖科技园内优尼普瑞科

技有限公司实验室一角。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他，研究生毕业后踏进“红门”，登上“红色战车”，成为了一名消防

兵；他，工作日不休息，节假日也极少回家，练就了一身过硬的业务本领；

他，舍身犯险，营救疏散近百名群众，挽回了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损失……

他就是王晓刚，延边州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中队长。这个陕西小伙

自入伍以来，用实际行动阐释着一名消防兵的忠诚与奉献。

王晓刚与延边及“红门”有着不解之缘。他高考时想考军校没能如

愿，然后考入延边大学哲学系就读。2011年，王晓刚研究生毕业后，当

了一名消防兵，圆了军人梦。

王晓刚常说，只有扎实的业务理论功底加上丰富的实战经验，才能

最大化地提高单兵作战效能。为此，他常常在晚上熄灯后，一个人在训

练室加练，早晨又早早起床开始当天的训练。入伍5年来，他将《执勤

战斗条令》《作战安全要则》《抢险救援勤务规程》等业务资料前后翻阅

了五六遍。

为将队伍锻造成一支铁的集体，王晓刚带头训练。长跑中，他

总是跑在最前面；每开展一个新的训练科目，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

解……在他的带领和感染下，特勤中队的训练成绩突飞猛进，有了

大幅提高。 (下转第二版)

“红门”勇士
——记延边州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中队长王晓刚

本报记者 代黎黎

本报讯（记者史琳禾）日前，省国家税务局、省地方税务局共同签署

了《吉林省国地税联合稽查工作备忘录》，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对

国地税共同管辖纳税人的联合进户稽查。

《备忘录》对联合建立共管纳税人名录库、共同确定联合稽查对象、

联合实施税务检查、协同案件审理和税款执行等联合稽查的各个方面

进行了约定。这一税务机关创新纳税服务的重要举措，改变了国地税

分别入户检查的工作方式，将有效解决令纳税人头疼的两家查、重复

查、多头执法、标准不一的问题，有效减少对纳税人经营活动的影响和

干扰，对我省降低征纳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增强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

满意度，都将产生十分重要而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省国地税实施联合进户稽查

记者手记：

人们常说，消防兵是和平年代

最危险的职业。火场就是战场。一

旦发生险情，他们会立即登上“红色

战车”奔赴“前线”，进行生死救援。

王晓刚就是这些“红门”勇士中

的一员。他用忠诚和奉献，铸就了

至坚至强的红色屏障，用青春和热

血书写着可歌可泣的人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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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波澜壮阔，冲波逆折处更显

雄伟壮丽。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3年，在人民军队

89年辉煌历程中意义非同寻常——

这3年，宏图绘就。习主席站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鲜明提

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一支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这3年，开新图强。从制定新形势下

军事战略方针，到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

革强军、依法治军，从抓整顿、抓备战、抓

改革、抓规划，到确立更加注重聚焦实战、

创新驱动、体系建设、集约高效、军民融合

的军队建设发展战略指导……习主席统

领三军开启强军兴军新征程。

这3年，砥砺奋进。全军和武警部队

广大官兵牢记习主席嘱托，勠力同心、锐

意进取，重整行装、革弊鼎新，沿着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阔步前行。

强军目标，伟大梦想凝聚力量

“我们一定要时刻以党和人民为念，

以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念，以国防

和军队建设为念，夙夜在公，恪尽职守，全

力做好工作，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决不辜负全军广大官兵的期望。”

2012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大刚刚

闭幕，习主席主持召开新一届军委班子第

一次常务会议，掷地有声的宣示，彰显党

的领袖、军队统帅励精图治的历史担当和

决心意志。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机遇和挑战同时

摆在面前。 (下转第三版)

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阔步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推进强军兴军纪实

节后求职黄金期到来——

你准备好了吗？

第四版·国内

第八版·民生

餐饮企业将实行
“两证合一”

延迟退休 基金“穿底”医保整合——

人社部回应
三大焦点问题

央行宣布下调
存款准备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