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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民建吉林省委员会在民建

中央和中共吉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

共中央、民建中央各项工作部署，自觉服从、

服务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深化政治交接，加强自身建设，履行

参政党职能，为推动吉林新一轮全面振兴作

出积极贡献。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扎实开展学习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活动、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夯实共同思

想政治基础。召开纪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65周年座谈会，隆重举行庆祝中国民主建国

会成立70周年暨民建吉林省委员会成立35

周年大会，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

进”主题教育活动，总结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

作的宝贵经验，继承优良传统，深化政治交

接，凝聚政治共识。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落

实坚持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领导班

子成员分工联系地方组织和专门委员会以及

各项会议、议事等制度，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

建设。强化队伍建设，坚持组织发展“三个为

主”原则，制定《民建吉林省委会员组织发展

预审制度》，严把会员入口关；制定《民建吉林

省委会机关干部下基层锻炼实施办法》，选派

年轻干部到会员企业锻炼，丰富基层工作经

验。五年来开展学习培训活动7期，培训骨

干会员459人次。在全国省级组织管理信息

系统工作评比中荣获先进单位一、二等奖。

在民建全国省级组织建设工作研讨会、市级

组织建设研讨会、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分别

作了大会发言。围绕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和参政党建设，积极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积

极推进研究型机关建设。累计撰写理论文章

168篇，向民建中央报送22篇，获民建中央理

论研究一等奖2篇，二等奖6篇，连续五年荣

获民建中央理论研究优秀组织奖。加大参政

议政成果和重点工作的宣传力度，积极开创

新闻宣传工作新局面，宣传工作连续五年荣

获民建中央新闻宣传先进单位一等奖，网站

宣传荣获民建中央先进单位一等奖2次，二

等奖3次。在民建中央召开的中国民主建国

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民建吉林省15名

优秀会员和7个先进基层组织受到表彰。

积极参加政治协商。在省政协咨政协商

座谈会、专题议政会、省政府协商会上发言

58次。在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的《关于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吉

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发展的决定》征求意

见座谈会、“十三五”规划建议征求意见座谈

会、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等高层协商会上，就民主党派自身建

设、民营经济发展、推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等

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得到中共吉林省委

的重视并被采纳。《依法保护私有产权，全力

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得到中

共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的批示，省检察院

出台《关于依法保障全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实施意见》予以落实。“实行高教强省战略

和加快发展吉林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等相关

建议被纳入我省“十三五”规划。

发挥优势参政议政。五年来，累计提交

团体提案63份，会员中的全国人大代表提交

建议159份，全国政协委员提交提案32份，省

人大代表提交建议104份,省政协委员提交提

案188份。《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的建议》《关于推进异地就医结算全国联网的

建议》《关于保障失地农民补偿利益的建议》

被列为2016年全国人大重点督办建议，人社

部等有关部委来我省向代表当面答复建议。

《发挥职业教育作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建

议被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采纳。《关于

加快我省中小企业征信体系建设的建议》等5

份建议被《制定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三五”规划建议汇编》收录。法制委员会

提出的58条建议被省人大在修订的8部地方

性条例中采纳。深入开展“一人一议”活动，

五年来反映社情民意2325份。在民建全国参

政议政工作会议上，作了《突出特色 发挥优

势 努力提高参政议政水平》的大会发言。社

情民意信息工作3次受到民建中央表彰。

积极关注民生改善。五年来，为贫困听

障儿童配置人工耳蜗捐款11.8万元。开展

各种形式的扶贫济困活动916次，捐献款物

折合人民币近1.2亿元。通过中华思源工程

扶贫基金会“思源救护”项目，为我省8个国

定贫困县募集捐助救护车24辆。社会服务

工作受到民建中央表彰。

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帮助柳河县柳南乡

西腰沟村抱团发展，建立养蜂、蔬菜大棚和食

用菌种植等专业合作社，帮助养蜂的贫困村

民在京东商城长白山馆销售蜂蜜2.5万斤，收

入45万元。支持扶贫村小流域治理改造和电

网改造，帮扶资金及物品累计830万余元。在

中共吉林省委组织的2016年度包保帮扶贫困

村工作绩效考评中被评为优秀单位。

坚守合作初心 携手砥砺前行
——中国民主建国会吉林省委员会五年工作综述

刘一娜 黄少宇 本报记者 粘青

雨中吉林大学的校园，树木格外葱茏，显

出一身的青翠。

马琰铭，1972年出生，今年45岁，吉林大

学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

师、长江学者。在这位年轻人身上，有着让许

多同龄人难以企及的光环：全国优秀科技工

作者，“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获得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中国青年科技

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吉林省青年科技奖

特别奖，相关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和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科学研究，是人类仰望星空的一项事业，

仰望星空首先需要的是脚踏实地。马琰铭出

生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一个风景绮丽

的小山村，从小兴趣广泛，有着顽皮好动的天

性，高中时，更是踢足球、下围棋的好手。

1998年，马琰铭在延边大学读完本科和研究

生课程，因为对物理情有独钟以及对国内高

压物理研究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的邹广田院

士仰慕不已的原因，他报考了吉林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

“邹广田院士是我的引路人。在他的指引

下，我正式踏入了高压物理的研究领域。”

2001年，马琰铭获吉林大学超硬材料国家重点

实验室凝聚态物理专业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

任教。2002年至2004年，他赴加拿大科学院

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他遇到了人生的另一位

引路人——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John Tse。

2006年至2008年，马琰铭到瑞士苏黎世

高工开展博士后研究访问研究。2009年至

2011年，他先后到日本理化学研究所、香港

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交流访问，随着专

业知识的夯实和科学研究的深入，马琰铭对

物理的兴趣愈加浓烈，并在专业领域内勤勉

不辍，越走越远。

“在别人看来，科学研究是枯燥无趣的，

但是如果你感兴趣，你就会觉得其中蕴含着

无限的乐趣。”马琰铭说。在他的眼中，电脑

上密密麻麻的计算机编程语言、海量的数据，

都蕴含着物理规律，这些物理规律指引着科

研工作者探索未知，其中有着巨大的魅力和

无穷的奥秘。

不懈的努力浇灌出成功的花朵。马琰铭

及其团队历经10余年时间发展了基于群智理

论的CALYPSO材料结构预测方法和软件，该方

法和软件在55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推广，被

1700多位同行使用开展材料结构设计研究，解

决了若干科学难题。“问题解决的那一刻，是最

快乐和幸福的。”马琰铭认为，好的学术思想是

很重要的，即要解决领域内的重大科研问题。

从思想迸发出来，到着手解决问题，再到发表

成果，需要一个周期。这期间最重要的问题就

是要坚持不懈，不轻言放弃。

在物理学领域叱咤风云的马琰铭其实不

善言谈，他始终坚守着一句话“做事踏实一点，

做人实在一点”。多年来，他默默耕耘在高压

物理科研一线，用勤奋和努力编织着梦想的蓝

图。在马琰铭看来，科研工作者没有节假日和

休息的概念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在他的女儿

出生之前，他的工作轨迹毫无断点，从不停

歇。他在自己的科学研究、课堂教学和人才培

养上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女儿出生之

后，他只能在不出差时的周日，尽量抽时间陪

她。提起这些，马琰铭的眼神中充满了爱怜：

“其实我对孩子很愧疚，没能很好地陪伴她。”

在采访马琰铭的时候，不时有学生推门进

来向他请教问题。教学，是马琰铭工作中的另

一部分重要内容。“严”是学生对他的一致评

价，也是马琰铭对自己学生的良苦用心。

“马老师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对学生

的悉心教导以及对科学问题的独特见解，使

我对科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受益良

多。”马琰铭的博士生张守涛这样评价老师，

“能有这样一位好老师指导自己进行科学研

究，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老师要求严格，对学生很负责任，尊重

每个人的发展，默默地为我们付出。”钟鑫回

忆起马琰铭废寝忘食地为学生修改论文、要

求学生用英文进行小组讨论、关注每一位同

学的就业等细节，不无感慨。

“科研诚信、创新想法、独立工作的能力，

是中国的学生最欠缺的地方，是未来科学研

究工作中最重要的素质，也是我带学生最注

重的三个方面。”在日常的教学、科研中，马琰

铭特别注重言传身教，尤其在这三个方面引

导学生、帮助学生。他的毕业生很多走上了

教学、科研岗位，他时常叮嘱他们在工作岗位

上不要放弃科学研究，要长期坚持，尽快有能

力独立开展高质量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

辛苦的、乏味的，每一个成果都要经历很多困

苦。但要坚持下来，搞好科研，促进教学。”

雨过天晴，校园里四处散发着泥土的

香气，花草上面晶莹的露珠，在阳光的照耀

下像一颗颗耀眼的钻石，焕发出勃勃生机。

享受探索未知的快乐
——记吉林大学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吉林省青年科技奖特别奖获得者马琰铭
本报记者 李晓静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粘青）经过历时一个多月的征稿

评选，备受全省海归青年、侨界青年关注的“侨商杯—我的中

国梦·最美青春”全省首届海归手机摄影大赛于今天圆满结

束，颁奖仪式在吉林省海归之家举行。省关工委主任孙耀廷，

省侨联、省青联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颁奖仪式，并为获奖

选手颁奖。

“侨商杯—我的中国梦·最美青春”全省首届海归手机摄

影大赛由省侨联、省青联共同主办，省侨联海归协会、省侨联

关工委承办，省侨商会协办。大赛旨在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通过生动影像语言，展示我省广大海归青年和侨界青年在

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积极探索、勇

于创新的青春风采。

大赛自开赛以来，吸引了广大海归青年、侨界青年以及侨

联系统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共征集到摄影作品130余幅，评选

出一、二、三等奖。这些作品形式多样，立意新颖，既反映了海

归青年、侨界青年的独特视角，更表达了他们以实际行动响应

党和国家的号召，回到祖国，建设家乡，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

的作为和心声。

颁奖仪式上，省侨联青委会海归协会正式更名为吉林省

侨联海归协会。吉林省侨联海归协会是由省内年轻一代的海

外留学归国人员自愿结成的全省性、联合性、非盈利性社会组

织，也是省侨联所属的重要社会组织。目前，吸纳青年海归人

员近600人。

致敬青春 梦想绽放
“侨商杯”首届海归手机摄影大赛落幕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王丹丹）在今天上午开幕的第十

三届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上，我省参展粮食企业积极开

展产销合作对接，共签订意向性协议20项，销售粮食77.6万

吨，发布粮源信息204条，提供粮源1093.8万吨。“黄金名片”

吉林玉米、“白金名片”吉林大米和“彩金名片”吉林杂粮杂豆

光彩闪耀粮洽会。

在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本届粮洽会，我省的宣传

推介策略从重点推介吉林大米转变为全方位展现吉林优质粮

食资源，鼓励和引导我省的大米、玉米及杂粮杂豆企业积极

“走出去”，主动开拓潜在市场，与销区企业开展产销对接，为

全省粮食企业和卖粮农户开辟更广阔的市场。

今年，我省共有73户粮食企业、170名余代表参加粮洽

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4号馆“吉林粮食”展区，20户

大米、杂粮、玉米食品生产企业提供的大米、玉米、高粱、谷子、

绿豆、红小豆等吉林粮食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品

鉴询问。

福建是我省重要的粮食销售区。经过长期的产销对接

合作，我省粮食入闽数量稳定在130万吨左右。我省粮食的

三张名片——“黄金名片”吉林玉米、“白金名片”吉林大米

以及“彩金名片”吉林杂粮杂豆在福建声名日盛，吉闽两地

粮食企业合作越来越频繁。在今年的粮洽会上，吉林北显

生态农业集团签订1000吨的粮食供销协议。北显集团董事

长张显说：“近年来，品质优异的吉林大米、玉米、杂粮杂豆

在福建市场的销售势头一路看涨。越来越多的福建经销商

开始主动走进吉林，寻找粮食产销合作机会。”

三张“名片”闪耀福建粮洽会
我省为福建提供粮源1093.8万吨

本报讯（记者陈婷婷）6月 16日，“第三

届六省（市）老字号企业特色商品长春展览

展销会”在长春市欧亚卖场举行。

本次展销会以“传承、交流、创新、发

展”为主题，汇集了来自吉林、浙江、江苏、

山东、山西、北京、天津等六个省（市）的60

户知名老字号企业的近千种特色商品。省

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展会旨在进

一步弘扬老字号企业文化，打造老字号品

牌，促进老字号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扩大

品质消费供给，更好地丰富、活跃春城消费

市场。

本届展会特色鲜明，商品丰富，在规模

和格调上均创历年新高。展场面积达1500

多平方米，分省内、省外两大展区，设60个

精装展位。展出的均为百年老字号企业的

经典产品，如长春鼎丰真的糕点、吉林牛马

行的饸饹条、北京同仁堂的中药、天津桂发

祥的十八街麻花、宁波奉化溪口的王永顺

千层饼、南京苏豪的丝绸、东阿的阿胶、太

原六味斋的肉制品等，为广大市民带来一

场品质消费的盛宴。

同时，为更好发挥展会的平台作用，展

会现场还专门设立了商务洽谈区，积极推

动省内外老字号企业与其他企业和商家开

展对接交流、洽谈合作。

六省（市）老字号企业特色商品展举行

本报讯（记者赵蓓蓓 通讯员赵爽）“您好，钟晓老师，我家

孩子正在读初二，请问如何与逆反期的孩子沟通，以便孩子健

康成长”“我从事急诊工作，整天面对各种患者，如何才能减轻

心理压力，更好地工作”……6月12日下午，在辽源市首期“龙

山讲堂”中，一个个精彩环节“引爆”了现场气氛。

首期“龙山讲堂”中，我省“金牌”主持人——吉林广播

电台《晓声长谈》栏目主持人钟晓，结合自己工作经验，为

大家作了一场开阔视野、深受教育的讲座，既风趣幽默，又

发人深省，对疏导压力、控制情绪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

作用。

为了让党的理论、政策更好地服务群众，结合地方中心工

作，辽源市委宣传部创新举措，组织开展了“龙山讲堂”，活动

本着“满足需求、解决问题、市民受益”的原则，围绕家庭教育、

红色文化、区域经济发展和养生保健等四个板块，邀请省、市

专家，不定期作专题讲座，全面满足百姓对党的理论政策、生

产生活知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红色文化的需求，进而培育

和打造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会。

本着将“龙山讲堂”办成老百姓自己的讲堂，辽源市委宣

传部为广大市民群众量身定制讲座内容，通过辽源新闻网、

“辽源之声”和“吉D微风”等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了广泛宣传，

收到了预期效果。

辽源首期“龙山讲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连日来，冰封了

整个冬天的长白山天池悄然开冰，碧绿的

天池水与洁白的冰凌，形成了水波流转冰

花碰撞奇观美景，让游客们叹为观止。

为报道这一令人瞩目的开冰盛况，6月17

日，记者兵分两路，分别在海拔2670米的天文峰

和海拔2189米的天池湖面共同见证了天池开

冰这一自然奇观。据长白山股份运营一部副经

理包秀江介绍，天池开冰有文开、武开两种方

式，“文开”是指湖面上的冰自然融化，而“武开”

则是指随着气温的升高，湖上的冰在大风和湖

水合力作用下破碎成无数小块，颇为壮观。

在天池主峰，记者随处可见身着五颜六

色羽绒服的人流在涌动。尽管山顶风很大，

气温较低，但丝毫不影响游客们观景的兴

致。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年轻游客告诉记者，

特别荣幸能亲眼见证天池开冰这一奇观，浮

冰飘移在清澈的水面上，美得让人如痴如

醉。记者放眼望去，只见被群峰环抱的不规

则椭圆形湖面上，冰面周边已露出部分水

面。来自浙江的李景文忘情地说：“我67岁

了，去过三个叫天池的地方，第一次见到这么

美的天池，真的是神奇了，尤其是天池开冰的

奇景，是任何地方的美景都比不了的！”

在天池岸边，记者惊喜地发现长白山珍

希植物牛皮杜鹃已经开出了白色的花朵，被

群山环绕的天池湖面正上演着冰水交融的一

幕，泛着银光的湖水，透着蓝光的冰块，彼此

交融。近处的冰层破碎后，形成了一条条不

规则的长方体冰凌漂浮在湖中，微风习来，湖

水击打冰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此时，远

处隐约飘来了朗诵《天池三字经》的浑厚声

音：“长白山，古不咸，神圣地，我家园，起三

江，万水源，泽黑土，沃良田……”

长白山天池现开冰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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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批示指示精神，通过采取规范

应急预案管理、完善应急预案演练、健全应急救援物资装备

信息等措施，不断提升各级政府和企业应急处置能力，应急

管理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应急预案管理不断规范。对安全生产综合应急预案及

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等专项预案进行重新修订。完成了全

省9个市（州）及长白山管委会，公主岭市、梅河口市和13家

中省属企业综合预案的备案。全省所有县（区）安监部门的

应急预案全部实行备案管理，高危企业应急预案备案率达到

100%。

应急预案演练不断完善。组织了吉林石化炼油厂火灾

事故应急演练和省高速公路隧道危险化学品车辆泄露火灾

事故应急演练。市、县两级安监部门注重发挥大型国有企业

的带动引领作用，提高企业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2016

年全省共组织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8273场次，参

演人员15万人次，动用各种车辆1265辆，主要设备器材4378

台，涵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人员密集场

所等重点行业领域。

应急救援物资装备信息不断健全。省安监局先后4次组

织开展应急资源普查工作，对全省范围内的生产、储存、经

营、使用企业的各种物资，大型机械设备、高精尖技术装备，

及各类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人员装备等信息分地区、分

行业进行全面统计，并将统计数据录入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平台。

积极推动重点岗位“应急处置卡”。印发了《吉林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重点岗位推广应急处置卡活动的

通知》，全面部署应用“应急处置卡”活动的重点内容及相关

工作。去年11月，国家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应急执法专项检查

时充分肯定了我省应急处置卡的推广应用。今年5月，在全

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会上，我省《多措并举，典型引路，

大力推广应用应急处置卡》的做法得到了国家总局的认可，

并在会上交流了推广应用应急处置卡的经验。

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加强了4个应急救援基地建

设，省政府连续2年拨付专项资金1000万元，用于应急救援

基地建设和装备物资的更新。长春市政府为长春羊草沟煤

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一次投资500余万元用于装备建设，每

年拿出132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救护队日常运行。桦甸市政府

将原桦甸市苏密沟乡政府办公场所无偿划拨给市安监局，用

于建设应急救援基地，并投资1200万元用于基地办公和训练

设施建设。全省14个矿山救援队所属企业主动加大投入，改

善救援队伍技术装备。

应急执法检查不断加强。连续两年开展了应急执法互

检互查，对9个市（州）及长白山管委会安监局、9个县（市、

区）安监局、31个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了抽查，共查出270个问

题。检查范围涵盖了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人员

密集场所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

管理不断规范 演练不断完善 信息不断健全 能力不断提升

我省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