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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 6日讯（记者李婷 实习生潘

璇）今天，长春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立法顾问聘任仪式。聘任仪式上，长春市人

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宣读了立法顾问名单；

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钱万成向

立法顾问颁发了聘书；立法顾问代表作表态

发言。

这是本届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一

件大事，受聘的立法顾问不仅政治素质过

硬，业务素养好，而且在各自从事的专业领

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兼具理

论功底和实践经验，是做好立法工作的智囊

团和人才库。立法顾问将切实承担起顾问

责任，从实际出发，在宪法和上位法的指导

下加强地方立法，完善法规体系，推进法治

建设；充分发挥顾问作用，紧跟立法需求，积

极为选准选好立法项目建言献策；努力做到

履职尽责两不误，合理摆布，在做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认真履行好顾问职责，努力做到

履职尽责。

参与立法，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立法

顾问团全体同志表示将珍惜机会，为实现

“到2020年建成比较完备的具有长春特色的

法规体系”作出贡献，为推进法治长春建设

作出贡献，为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为建设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

市作出贡献，以优异的法治建设成绩向党的

十九大献礼。

长春市人大常委会聘任立法顾问

本报讯（张强 记者张力军）日前，省政

府召开2016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

查警示约谈会，副省长隋忠诚代表省政府对

违法用地用矿问题严重的吉林市昌邑区、龙

潭区，辽源市龙山区，延吉市，梅河口市等5

个区（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警示约谈，

并就进一步加强土地执法监管，切实维护我

省国土资源管理良好秩序提出要求。省国

土资源厅、监察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主要负责同志与会。

会上，省国土资源厅通报了全省2016年

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情况。

与上一年度相比，我省2016年度违法占用耕

地下降了0.57个百分点，执法监察形势总体

向好，但个别地区违法用地问题比较突出。

在听取了有关汇报和检讨后，隋忠诚指

出，一定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重视违

法用地用矿查处工作，加强国土资源执法监

管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依法管理好国土资

源，保护好耕地，不仅关系到全省大局，也直

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做好土地供应

保障极为重要，但决不能触碰耕地保护红

线、规划用地红线、违法问责红线和法律底

线、政策底线、纪律底线。被约谈地区政府

必须认清当前形式，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提高思想认识，痛下决心，出重拳、用猛药，

坚决把违法用地反弹现象控制住、压下来。

隋忠诚强调，要健全机制，源头防控，进

一步提升土地执法监管水平。各地要以这

次约谈为契机，一要进一步增强依法管理国

土资源的自觉性；二要确保违法问题整改到

位；三要进一步提升国土资源执法监管水

平。最后，要求被约谈的地区在7月底之前

必须将问题整改到位，如果到期没有完成整

改任务，省政府将依据15号令的规定追究有

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加强国土资源执法监督检查
省政府警示约谈五区（市）

本报讯（记者孙寰宇）今年以来，省

安全监管局按照“作风建设是根本，加强

服务和管理是措施，制度是保障，查处违

纪是手段”的工作思路，努力推动软环境

建设根本好转。

省安监局解放思想，创新工作方式，

建立以党支部为主体的作风建设主体责

任模式。他们建立了“四位一体”的工作

格局，形成局党组领导、机关党委牵头、

人事处和办公室配合、机关纪委监督的

“四位一体”工作格局，压实党支部的作

风建设主体责任，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为

落实“三抓”提供了优质的服务环境。建

立基层党建“网格化、扁平式”管理工作

模式，探索加强作风建设新途径，将23

个支部按每4-5个支部分为一个联系

片，由党委委员担任各联系片的网格长，

党员领导干部参加组织生活，两委委员

进行指导、把关。强化“五大作风”建设，

省安监局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强化勇于作

为、敢于担当的作风，强化雷厉风行、即

抓落实的作风，强化严谨细致、求真务实

的作风，强化重形象、讲文明的作风，强

化讲规矩、守纪律的作风。他们还开展

了“纪律作风整肃”和“纪律作风整肃回

头看”活动，针对队伍中存在“慵、懒、散、

怠”作风，组织党员干部逐一对照检查，

每人撰写对照检查材料，推动改进作风，

提升监管人员执法水平和服务水平。

在服务上省安监局建立“减法”“加

法”“乘法”工作模式。在“放”上做减法，

建立“互联网+安全生产行政审批”模式，

全力打造“阳光安监”。审批时限由原来

法定的45个工作日压缩至25个工作日，再缩短到平均16个工

作日。在“管”上做加法，积极作好审批权下放后的指导和服务，

对所有审批项目，从受理到审批、发证的每个环节明确责任处室

和责任人，规定了审核时限，形成审批办和各业务处室既相互协

调配合又相互制约监督的格局。局机关党委、机关纪委深入地

区和企业，对安全监管执法人员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改进

工作作风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满意率达100%。在“服”上做乘

法，危化处到吉化上门服务，得到国家总局的认可并作为典型在

全国范围内宣传报道，受到企业好评。

省安监局还在窗口单位建立“示范岗”模式，在审批办设立

“党员先锋示范岗”，在12350举报中心设立“巾帼风采示范岗”，

在信访接待设立“文明接待示范岗”，有效提升了服务水平。在

管理上建立“制度化”模式，通过制度规范各涉软处（室）的服务

行为；坚持“严格执法就是最大的软环境”的原则，进一步规范执

法行为；特殊事项一事一议，避免管理僵化。对违法违纪“零容

忍”，对损害群众利益“零容忍”，对损害企业利益“零容忍”，对违

反廉洁自律等规定“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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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煦的风吹拂着六月的贵州大地。红

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著名的遵

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

折。今年6月9日至16日，长春经开区国税

局党性教育培训班16位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追寻红色记忆，成

功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党性教育，集体经历了

一次心灵洗礼。

此次活动带队的长春市经开区局党组

成员、纪检组组长任晓龙介绍说，开展这次

红色之旅，就是要以此教育党员，不忘初心，

寻找来路，补足精神之钙。

第一站是遵义县枫香镇马鬃岭山脚下

的苟坝村。正是在当年的苟坝会议上，毛泽

东进入了三人军事小组。苟坝会议时，毛泽

东的正确意见一度处于少数地位，为此他提

着一盏马灯在深夜里走过一条两公里的小

路，去做其他同志的工作，终于使正确观点

占了上风。这条小路被后人称为“毛泽东小

道”，这段历史记忆也被形象地誉为“马灯照

亮了中国”。

参加培训的16名同志在到达这里的当

晚，身着红军装，手提马灯，重走红军路，回

忆当年情景。税源管理三科副科长孙洪军

说，当年这条小路一定比今天更加泥泞、难

走，毛泽东走在这条小路上思索着中国革命

命运转折的重大问题，心情也一定更加沉

重。通过这次实地体验教学，更加深刻地感

受到了中国革命所历经的艰难曲折和成功

的来之不易。

在苟坝这块红色热土，大家还见到了闻

名全国的当代愚公——时代楷模黄大发。老

人虽已年逾八十，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听

说来了客人急忙放下农活从地里赶来。大家

现场参观了大发渠，悬崖峭壁之上，引水渠如

同“天河”，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活生生

的场景，黄大发为村民凿渠引水36年坚持不

懈的事迹，深深感动着每一个人。税源管理

四科党员于长海激动地说，面对面地接触时

代楷模英雄人物，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震撼。

青杠坡战役是四渡赤水的发端之役，无

数红军英烈长眠于此。烈士陵园庄严肃穆，

全体党员在这里面对党旗、举起右拳，重温

入党誓词。管理五科副科长张群说，在这样

一个与无数红军烈士英灵相伴的地方，重温

入党誓词，令人心潮澎湃。作为一名预备党

员，局办公室副主任李寅也加入了宣誓的行

列。第一次面对鲜红的党旗，他的心情格外

激动。他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向优秀党员看

齐，认真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作为遵义会议的标志，那座歇山顶中西

合璧二层砖木小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

象。参观过后，遵义市政协原副主席曾祥先

为大家作了题为《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精

神》的专题报告。通俗易懂的阐述，生动形

象的讲解，使大家系统地了解了遵义会议的

主要内容及其伟大历史意义，更加深刻地理

解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胜利的必然性。

报告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税务干部潘洋，他

说，我们在享受今天幸福生活的同时，一定

要铭记过去，不懈奋斗。

长春经开区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君

告诉记者，组织这次活动，目的就是要通过

寻红色精神之根、红色精神之源，进一步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发全体干部的岗位责任

意识，进一步推动全局税收工作的开展。

红色精神代代传
——长春经开国税局赴贵州开展党性教育培训记事

本报记者 王旭

考察、参观、座谈、交流……7月2日至

5日，由中国侨商联合会和省侨联联合举

办的“海外华商吉林行”活动举行。来自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马来西亚等

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位海外侨胞走

进吉林、了解吉林。通过此次活动，搭建

了友谊交流合作的桥梁，激发出侨联海外

特聘专家和华商在推动吉林创新创业、加

快振兴发展实践中献计出力的热情。

活动期间，省侨联海外特聘专家、华商

出席了长春市二道区、抚松县、辽源市等

地的项目推介会，走进长春市双阳区梅花

鹿产业园，抚松大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太安堂有限公司，辽源东北袜业园、麦

达斯铝业、金翼蛋品，东丰县吉林睿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江城鹿业等11户企业，

实地考察了抚松林下参种植基地，为吉林

新一轮全面振兴把脉出招。

此次活动亮点纷呈，效果明显。活动

中，省侨联海外特聘专家和华商一道走进

基层、走进企业，他们熟悉海内外情况、联

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受到各地特别是企业

的欢迎。主动上门邀约、电话不断预约、

晚上到房间交流……各地企业求贤若渴的

举动真切地感染了海外嘉宾。省侨联特

聘专家、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太平洋基金

执行理事万颖不胜感慨，“吉林的青山绿

水就和美国、加拿大一样，生态自然优

美。聚集人才才能凝聚起更大的力量。

这次侨联把世界各地的侨界专家聚在一

起，作为特聘专家，我一定会结合自己的

专长，围绕着吉林省中心工作建言献策。”

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会长、意大利阳光

集团董事长曹阳对吉林的丰富物产印象

深刻，通过考察了解，他认为现在投资吉

林恰逢其时，“下一步，我将与有关部门就

开展国际商贸、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进一

步交流沟通，为吉林发展添砖加瓦。”

省侨联海外特聘专家和华商们把侨

联提供的联谊交流平台变为了无缝对接

的渠道。他们与有关部门、相关企业进

行点对点交流、对接，并热烈地期待着再

次到中国、再次到吉林，继续深入考察、

商讨合作。

“我们还要成为吉林的宣传员”，短短

几天，参加“海外华商吉林行”的海外华

商、专家纷纷在海外媒体上宣传吉林、赞

美吉林，在海外华文媒体中形成了一股

“吉林热”。

一路考察，省侨联海外特聘专家和华

商们在走进吉林的过程中，与吉林结下深

厚的友谊，更期待着与吉林的共赢发展。

搭平台 增了解 促合作
——“海外华商吉林行”活动小记

本报记者 粘青

本报讯（徐永顺）

为进一步加大通报曝

光力度，持续传导压

力、释放信号，省纪

委建立了全省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情况定期

通报制度，今年5—6

月，全省共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142起，处理157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154人。

按照问题类型分

析，5—6月查处问题

数最多的是违规配备

和使用公务用车，共52

起、处理58人、给予党

政纪处分56人；大办婚

丧喜庆30起、处理30

人、给予党政纪处分30

人，紧随其后；违规发

放津补贴或福利21起、

处理27人、给予党政纪

处分26人，位列第三。

这三类问题占查处问

题总数的72.54%。

5-6月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42起

本报7月6日讯（通讯员姜洋 记者孟凌云）今天，“中国吉林

广播电视周”系列活动在泰国曼谷启动。作为吉林广播电视周

活动的重要内容——吉林纪录片展播，继7月3日在老挝国家电

视台如期播出后，即将亮相泰国NOW26电视台，与泰国观众见

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展示中国吉林风采。

此次在老挝、泰国播出的吉林纪录片共有五部六集，总时长

400分钟，分别是《科恩眼里的中国》《长白仙草》《最后的渔猎部落》

《走向世界的中国高铁》《追逐雪线》。其中，《科恩眼里的中国》（两

集）和《追逐雪线》是吉林省最新制作推出的纪录片精品。《科恩眼

里的中国》讲述的是美国纪录片导演罗伯特·C·科恩57年后重走当

年采访中国路线的故事，他用摄影机记录自己这次重访中国的完

整历程，向全世界分享他对中国巨变的最新观感和看法。该片已

于近期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国际频道和记录频道播出，并

在北京举行了专题研讨会，在国内引起热烈反响。《追逐雪线》讲述

了几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怀揣梦想，在长白山莽莽的雪野

林间冒险寻趣的故事。此次为了更好地让老挝和泰国观众领略吉

林故事的精彩，主办方与五洲传播中心合作，特别翻译制作了老挝

语和泰语版，使纪录片以更贴近当地受众语言习惯的形式，把吉林

最具特色的亮点充分展示给两国民众。

老挝国家电视台副台长维央通·频玛珍高度评价了吉林纪

录片，她说，吉林的纪录片讲述的故事非常有意思，他们选择将

《走向世界的中国高铁》作为在该台的首播节目，是期望中老两

国人民的友谊和交往也可以像中国高铁一样，驶入快速发展的

轨道。在万象“中国吉林广播电视周”开播仪式上，现场嘉宾也

被播放的吉林纪录片精彩片段所吸引。泰国NOW26电视台是泰

国一家以播放综艺文化节目为主的主流媒体，此次吉林纪录片

将于近期在该频道的《多彩中国》栏目播出。

此次“中国吉林广播电视周”系列活动由吉林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吉林省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主办，吉林电视台、吉林

人民广播电台、吉林出版集团协办。期间，吉林新闻代表团还前

往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广播电台、泰国NOW26电视台、泰

国Nation TV、泰国国家电视台、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当地主流媒

体进行访问交流。

用影像说话 讲吉林故事
吉林电视纪录片登陆老挝、泰国荧屏

本报7月6日讯（记者曾庆伟）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局获悉，未

来3天，我省将有明显降水过程，此次过程西部和南部地区降水

较明显，注意防御由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局地洪涝及城市内涝等

灾害，山区还应注意预防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

受高空槽影响，预计7月7日午后至9日，我省西部和南部将

有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

气。降雨主要集中在7日夜间到8日，其中白城、松原南部、长春

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

方有暴雨，过程降水量20～40毫米，局部地方可达70毫米以上，1

小时最大降水量可达30毫米左右；延边东部有小雨，过程降水量

3～8毫米；其它地区有小到中雨，过程降水量8～20毫米。

降 水 天 气 将 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