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业兴衰，唯

在用人；用人之要，

重在导向。近年

来，白山市委立足

加快绿色转型全面

振兴的实际需要，

以“规范化”理念对干部工作进行长远布局，大

力构建干部选任操作、培养锻炼、资源管理、储

备接续“四个平台”，推动干部工作有章有序地

健康运行，树牢“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鲜

明选人用人导向。

干部选任操作平台——

打造规范选任“流水线”

选准用好干部，关键在于科学有效的制度

机制。为严格执行好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白山市研究编制了《条

例》操作手册和操作导图，把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中的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任职

等主要环节和完整脉络全部展现出来，让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程序、方法和标准更加显性、更

加清晰，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

部门开展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提供了操作指南

和重要参照。

为确保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排除临时“加

塞”、突击“提拔”等各种人为因素干扰，推动干

部选任工作由原则之治向规范之治深化，在省

委“一个意见、五个办法”下发后，白山市委创

新研究制定了“一一五五”配套制度体系，出台

《白山市进一步加强市管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

实施办法》，制作《白山市市管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流程图》，制定综合分析研判、干部选任

动议、落实群众公认原则、日常考核、干部选

任监督5个实施细则以及与细则相对应的5张

操作图表，全面构建干部选任规范化操作平

台， (下转第十版)

搅活用人“春水”汇聚振兴力量
——白山市构建“四个平台”推动干部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米韵熹
“松原市前郭县残联给我提供

了创业平台，让我增强了生活信心，

重新‘站’了起来。”说起自己的创业

故事，松原市前郭县东三家子乡瓦

房村的吴魁龙激动不已。

20多年前，从部队退伍不久的

吴魁龙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虽保住了

性命却高位截瘫，生活也越过越贫困。在开展

脱贫攻坚精准识别工作中，吴魁龙

被纳入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由前

郭县残联“一对一”包保帮扶。在明

确吴魁龙的致贫原因后，前郭县残

联着力在“扶贫+扶志”上下功夫，通

过“创业培训+资金扶持”，让吴魁龙

重新看到了希望，再次燃起了斗

志。他陆续创办了自己的创业基

地、培训基地和养殖场，探索出一

条特色养殖的致富道路。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是前

郭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有效措施之

一。去年以来，县里坚持瞄准“全县6216户贫困

户和1.15万名贫困人口”的靶心，对标输送脱贫

致富的“造血剂”，改“大水漫灌”为“精准滴

灌”, 对贫困户精准立档，因人因户精准施策，

推进帮扶政策精准落地。

“大棚都是政策帮扶的，我们只投入一两千

元买种子和化肥。今年，这一栋棚子就挣了2万

元左右，脱贫是不愁了。” (下转第十版)

“脱贫攻坚让我重新‘站’起来”
王国成 王娣 本报记者 王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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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1日讯（记者粘青）今天上午，省委书

记巴音朝鲁、省长刘国中在长春会见了克罗地亚前

总统斯捷潘·梅西奇一行。

巴音朝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斯捷潘·梅西奇

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吉林省一直非常重视与克罗

地亚的友好交往。近年来，积极与克罗地亚对接经

贸合作项目，挖掘双方合作潜力。9月2日，克罗地

亚国家馆在长春揭牌，作为首个落户我省的国家级

展馆，将成为展示克罗地亚特色商品、旅游宣传、项

目对接的平台。吉林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省

份之一，克罗地亚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

双方具有开阔的合作前景。希望通过斯捷潘·梅西

奇先生的推动，双方各层面的交流往来和经贸合作

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斯捷潘·梅西奇说，近年来，中国和克罗地亚友

谊得到进一步加强，合作不断拓展。他希望双方抓

住新的发展机遇，不断推动汽车产业、高铁建设、生

物医药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省领导张安顺、金育辉参加会见。

巴音朝鲁刘国中会见克罗地亚前总统斯捷潘·梅西奇

9月11日，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长刘国中在长春会见了克罗地亚前总统斯捷潘·梅西奇一行。

本报记者 宋锴 摄

一次“大考”，一次提升。

8月11日至9月11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入驻吉林开展

环保督察工作，一场“绿色风暴”席卷吉林大地。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省各地、各部门勇于担当，立

行立改，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把群众的环保诉求扛

在肩头，以“直面问题、动真碰硬”之态度，“迅速整改、举一

反三”之行动，让“环保督察”在群众的点赞声中一路阔步前

行。

9月11日晚8点，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我省设立

的为期一个月的举报电话正式关闭，至此，中央环保督察进

驻我省督察工作告一段落。

截至9月10日，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我省群众信访案

件三十批次共计6440件，已办结4240件，办结率65.8%。

解决当下面临的最突出的环境问题，确保让群众有切

身感受得到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白露刚过，吉林大地一个

收获的季节正迎面走来。

直面考验 形成强大治污合力

开展环境问题整治，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8月11日，我省第一时间召开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

组督察吉林省工作动员会，此次大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覆盖全省，以高规格的姿态拉开我省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工

作的大幕。

随即，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要求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边督边改的实际行动全力

推动整改落实。在会上，巴音朝鲁书记强调要抓住中央环

保督察重大契机，全力推动环境问题解决，特别要重点解决

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以问题整改的实际成效

向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立行立改做到“四个第一”、边督边改省级领导做到

“五个一”……面对中央“铁腕治污”的信心和决心，按照省

委、省政府全力配合中央环保督察的精神，8月16日，我省

下发《关于做好中央环保督察边督边改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地各部门采取超常规举措，以雷霆之势，向环境污染“亮

剑”。

关键时刻显担当。“五个一”工作迅速推进，省委书记、

省长率先垂范，8月22日，巴音朝鲁书记乘着夜色到白城市

洮北区明仁街道红叶社区，认真了解群众对生态环保工作

的意见建议；省长刘国中先后两次到重点案件现场督办案

件处理进度，检查河长制落实情况。

在厂区污水处理现场，在非法采砂现场，在河道清理整

治现场，在棚户区改造现场，在居民社区里……短短半个月

的时间，全省多位省级领导分别到各地进行实地督导，进一

步明确责任，强化问责追责，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整

改任务，掀起了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又一高潮。

领导人人带头，战线条条联动，压力层层传导……在这

场绿色风暴面前，全省上下形成了对环境保护工作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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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齐抓共管、克难攻坚的强大合力。

“讲政治、顾大局，密切配合，主动补位，

打破部门界限，形成了团结的战斗集体。”

省工作协调联络组副组长兼总协调人、副省

长金育辉说，通过接受和配合中央环保督

察，各级党委、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做好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政治站位明显

提高，“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得到有效落实，

全省上下环保意识显著提升，形成了人民群

众参与环保、关注环保、监督环保的良好氛

围。

利剑出鞘 以群众满意为终极目标

绿色、生态，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利剑斩沉疴！

大气、噪声、水、生态、土壤等污染类型，

每一样都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调度、督办、

通报、约谈，每一个步骤都做到环环相扣——

“要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

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

“不能简单以问责处罚替代问题解决，

要达到人民群众真正满意。”

“真正让群众通过治理进一步增强获得

感和幸福感。”

“要坚决打好打赢生态环保这场硬仗，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幸福美好吉林。”

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

过、责任追究不到位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

放过,对于群众的心声和呼声,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结果。

8月14日，家住延吉市康景家园居民李

化中为环保督察竖起了大拇指。“昨天经过

这里得捂着鼻子，今天异味就没了。政府为

民所想，真是暖心。”延吉市康景家园和天池

新村小区74栋楼因部分污水管道、检查井及

化粪池没有及时清掏导致出现异味，8月13

日，接到信访件后， (下转第三版)

对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周化辰案件涉及违

规吃喝的20名党员领导干部问题线索进行核查，

并顺藤摸瓜，另外查到40余名与之相关的省管干

部，对每个人、每顿饭、每件事都认真核查，提出处

理意见。

根据发现的问题线索，对一位已公示拟任省直

某部门一把手的违规使用公车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根据核查情况，建议省委组织部暂停办理其任职相

关事宜；

……

今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实际盯住

“四风”突出问题，像钉钉子一样，锤锤紧敲，正风肃

纪力度空前——

抓节点，瞄准“四风”问题新情况、新动向，动辄

则咎，高频率点名道姓通报曝光，严防“四风”问题

反弹；加强警示教育、修订相关制度，往深里抓、实

里做。今年1月至8月，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550起，处理党员干部623人，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 618 人；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66.2%、

51.2%、55.3%。

加大查处力度，揭开“四风”隐身衣

“‘五一’、端午期间，各级各部门及党员干部要

严 格 遵 守 廉 洁 自 律 各 项 规 定 ，举 报 电 话

3313561……”4月28日一上班，辽源市党员干部的

手机上就收到了这样一条节日廉政提醒短信。

在吉林市，4月28日是该市2017年度“开江鱼

美食节”开幕的第二天，下午3点，吉林市纪委检查

组来到市交通指挥中心，利用“天眼工程”智能交通

系统，对过往车辆图片分析比对，再利用综合查询

系统对疑似公车私用逐一进行核实。

在松原市，市纪委集中开展党员领导干部违规

聚餐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协调市食药监、环保、工商

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发现了隐蔽吃喝场所2

个。

……

这是我省紧盯重要节点开展纠正“四风”监督

检查的几个镜头。“五一”前夕，省纪委对“五一”端

午期间廉洁过节全省总部署，吹响防止“四风”反弹

“集结号”。白城、公主岭、省直机关党工委等各地

各部门迅速行动，发禁令、鸣警钟、明察暗访。

今年以来，抓住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

重要节点，省市县纪检监察机关三级联动，4次开

展专项监督检查和明察暗访，共发现“四风”疑似问

题线索255个，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人，组织处理

60人。

重压态势之下，一些“四风”问题潜入地下、隐

形变异。我省不断升级技术手段，在门户网站手机

客户端设置党风政风监督举报反“四风”一键通，扫

描微信二维码就可以举报，使群众监督无处不在。

省纪委利用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举报平台和省

网上“四风”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随手拍”手机

举报平台，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及时转办督办“四

风”问题线索，严格审核把关。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采取横向交叉、纵向联动、

借力借技等方式，运用税务发票管理系统、公安交

警视频监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大力度集中整治在

婚丧喜庆事宜中借机敛财、滥发津贴补贴、公车私

用等突出问题。

“孩子结婚定在今年9月2日，提前两个多月宴

请几个‘信得过的哥们’，肯定不会出事！”梨树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某没想到，他冥思苦想出来

的如意算盘落了空。6月24日当天，县纪委查实了

他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操办喜庆事宜的事实。赵

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被通报。

咬住老问题，盯紧新动向。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擦亮“火眼金睛”，重点盯住违规大吃大喝和以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对待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等行为，

持续开展明察暗访。

强力曝光警示，持续形成震慑

7月31日，省纪委发出的一起通报在全省引发

“冲击波”。8起省管党员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省内各大媒体“晒”出来，其

中有多名省直部门“一把手”（正厅长级干部）；有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

还有国企负责人、高校领导。公车私用、违规收受

礼金等问题被曝光。“省里这么高级别的干部被通

报前所未有，看纪委‘眼里不揉沙子’的认真劲，谁

还敢碰‘红线’！”一位领导干部感慨，正风肃纪力度

持续加大。 (下转第三版)

我省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一锤接着一锤“钉钉子”
董 亮

本报讯 按照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安

排，中央环保督察举报电话和邮政专用信

箱已经停用，各地各部门的信访机构包括

12345 市长热线和 12369 环保举报热线将

受理群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投诉和举报，

并定期公开办理结果，确保群众投诉举报

问题的处理力度不减、节奏不变、标准不

降。

我省将继续受理群众环保问题投诉举报

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群人，当灾难发生的

时候，他们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看得比自己的生

命还重要，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他们的身影总会出

现在群众面前。

9月7日，时隔近一个月，记者再临延边州安图

县，脑海里依然会浮现8月9日安图县万名群众挥

泪送英雄的场面。

8月末，安图县亮兵镇中心校组织学习曹志

宇、王岩松先进事迹的团队会。两位烈士的事迹，

使师生们深受感动，广大师生纷纷表示要学习他

们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的精神。学生代表王慧宁

说：“两位叔叔让我在成长道路上有了学习榜样，

他们为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危而光荣牺牲，我将踏

着他们的足迹，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学习，成为有

用之材。”

据校长韩炳信介绍，曹志宇、王岩松分别是亮

兵镇中心校的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平常总会

来学校开展安全讲座，和孩子们很熟。“由于当初宁

宁性格孤僻，他们就对她关怀备至，渐渐地，宁宁开

朗了许多。”王慧宁父母离异，和年迈多病的爷爷奶

奶生活在一起，生活困难。曹志宇、王岩松偶然得

知这一情况后，就与王慧宁结成对子，经常家访，为

王慧宁购买文具等用品，并捐资助她上学。

“他们的牺牲让我心疼啊！”84岁的朝侨金明淑

老人手捶胸口，泪如雨下。事隔一个多月，金明淑回

忆起和曹志宇、王岩松朝夕相处的日子，仍记忆犹

新。亮兵镇派出所与老人的家只隔了一条街，老人

膝下只有一子，还有残疾。王岩松每周都利用闲暇

时间帮老奶奶收拾屋子、侍弄菜园，送去生活必需

品。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之间的感情与日俱增。

平淡的生活，由于他们的到来，增添了许多色彩。

在他们牺牲前，亮兵村和新胜村还有部分村民

和两位民警打过交道——

7月2日，新胜村参农孙学雷发现，自己在山上

种植了近20年的林下参丢失了近400棵。“第二天

我报警，两位民警为我做了笔录。”孙学雷回忆道，

11日早晨7点他发现又丢失了80多棵人参。他本

来想到派出所报警，但还没等去，8点多的时候，派

出所的民警就告诉他小偷被抓住了。孙学雷说，幸

福来得很突然，让我挽回1万多元的损失和80多棵

人参。后来才知道，两位民警为了他的事，连续在

山上蹲守了两天。

亮兵镇派出所副所长王欣介绍道，7月2日到

11日，正值雨季，早上露水特别重，路很泥泞，从新

胜村到参地需要走20多分钟。 (下转第十版)

全心奉献 舍身为民
——追忆延边州安图县公安局亮兵镇派出所民警曹志宇、王岩松（下）

本报记者 毕玮琳 张伟国 王雨

曹志宇、王岩松两名英雄的事迹感人至深、精

神催人奋进。8月25日，省委下发《关于开展向曹

志宇王岩松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再次引起全省

干部群众的广泛共鸣和热烈反响，在白山松水间激

荡起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新一轮热潮。

重温两位英雄的感人事迹，我们为之敬仰与动

容。两个风华正茂的生命，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的关键时刻谱写了一曲热血赞歌。这不是

一时冲动，而是高尚品格的本能反应，是身为人民

警察的强烈责任意识的内在驱使，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具体体现和真实写照。

曹志宇、王岩松是模范履行“人民公安为人民”

神圣职责的忠诚卫士，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但精

神却永久生辉，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们克己

奉公、一心为民，苦练本领、敢于担当，夙夜在公、甘

于奉献……他们的英雄事迹体现了人民警察的优

良作风，更展现了吉林人民的时代风貌。

曹志宇、王岩松两位英雄是我省“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生动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他们的事迹

具有极强的榜样力量，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学

习他们心里装着群众、时刻惦记群众的公仆情怀，

真正把人民群众利益高高举过头顶，(下转第十版)

用英雄精神激发振兴力量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