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九月，记者在抚松县松江河镇的山间驱车行进，道

路两旁的村落与田地交替映入眼帘，远处则是成荫绿树延至

层峦叠嶂间。

金秋的山色，对于在松江河森林公安局漫江派出所工作

30年的翁世连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30年，他像钉子一样，

钉在民警的工作岗位上。

保护森林资源，打击森林犯罪，维护森林治安，这是森林

民警的主要职责，翁世连用30年的实际行动践行职责，守护

林区平安。

到了九月，我省就进入了秋季防火期，这段时间的翁世

连更加忙碌。“在防火期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地巡护检查，一

次就得一天，早上六七点钟就得出去，晚上五六点钟回来，中

午带饭，走到哪就在哪吃。”远处的瞭望台，是翁世连观察森

林火情时的必去之地。

翁世连所在的漫江派出所，还管辖着松江河林业局最大的

主伐林场——黑河林场，海拔2800多米，辖区总面积1.42万公

顷，所以，林区巡查是翁世连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林区巡查

主要看有没有盗猎盗伐的违法行为，巡查工作一年365天都不

能放松。”翁世连说，保护野生动物、珍稀植物，防盗猎、防盗伐，

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走私越境，森林民警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

翁世连对这片林子熟悉，林区管护站的看护员提起翁世

连也是称赞连连，“老翁对看护员真挺好，有时候几天就过来

一趟，给我们带吃的，跟我们一起巡护，特别敬业。”

从工作之初的“小翁”到现在的“老翁”，翁世连的工作记

录本上始终写着这一行字：“当一方民警、帮一方群众、建一

方文明、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和谐”，这是他的工作目标。

2012年，翁世连所在的警务室成为我省第一批以民警

名字命名的警务室，翁世连说，这是荣誉，也是责任，“有了大

家的肯定和支持，更要踏踏实实、尽心尽力地履行好一名森

林民警的职责。”

从1997年至今，“优秀责任区民警”“密切联系群众典

范”“先进工作者”……一张张奖状、一本本证书整齐地摆放

在翁世连的办公桌上。今年6月，翁世连又当选为森林公安

“十大优秀派出所民警”。翁世连说：“虽然还有五六年就要

退休了，但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为了这一片山林的平安
本报记者 陈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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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民为本，社稷为民而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

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五年来，无论在哪里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

挂着人民群众，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回应民意。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新华社记者近日对海南、

内蒙古、四川、河北、吉林、北京等地进行回访发

现，人民群众的心愿期盼得到积极的回应，美好愿

景正在变为现实。

筑牢民生“网底”：格外关注、关爱、关

心各类困难群众

初秋时节，天气微凉。

在四川雅安市芦山县龙门乡隆兴村，五保户

骆其良和母亲黄莲珍正在新房里看电视，灶台上

炖着腊肉萝卜汤。水电都通了，还可以用沼气，屋

子里暖暖和和的。

2013年4月20日，一场大地震摧毁了骆其良和

其他成千上万芦山百姓的家。5月21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芦山，在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他对簇拥

上来的群众说，我们一定要抓紧恢复重建，争取早

日让大家搬进安全、放心的新家。 (下转第二版)

温暖，一切为了人民的期盼
——重访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考察地

新华社记者

本报 10 月 6 日讯（记者黄鹭）受巴音

朝鲁书记委托，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

国中来到吉林市，实地察看了水毁设施修

复及受灾群众安置房屋建设情况，调研指

导灾后重建工作。刘国中强调，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省委要求，

汇集各方力量，创新措施办法，保质量、抢

时间、争进度，突出损毁房屋修复新建等

重点任务，全力做好各项工作，全面恢复

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灾后重

建这场硬仗,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吉林市永吉县在今年7月的强降雨过

程中，城区一周内两次遭受洪灾，灾后重建

任务艰巨。刘国中首先来到永吉县医院，

察看设施设备修复和各科室业务开展情

况。下车沿着永吉大街步行，看到水毁桥

梁、道路修缮一新，街路两旁受损商店正在

装修，群众安居乐业，刘国中很高兴。他

说，要搞好科学规划，落实防灾减灾要求，

加快交通、水利等水毁设施重建，保障医疗

等公共服务设施正常运行，全面恢复受灾

地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永吉县永安小区、丰满区旺起镇和丰

家园小区是集中安置受灾群众的居住

区。刘国中走进安置房施工现场，实地考

察户型设计及工程进展等，详细询问受灾

群众分房政策标准。他指出，要加快施工

进度，及早完成建设任务，确保受灾群众

安全舒适、踏实过冬。

随后，刘国中召开座谈会，听取吉林

市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在充分肯定吉林

市灾后重建工作后，刘国中强调，当前，灾

后重建正处在关键阶段。一要坚持把灾

后重建摆在重要位置。始终作为当前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牢牢抓在手

上，毫不松懈地打好打赢这场硬仗。二要

扎实推进损毁房屋修缮重建。分门别类

划分任务，与城市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

改造结合起来，新建的要加快进度，维修

的要搞好收尾，入冬前必须完成群众入

住。要加强施工力量，强化质量监管，既

要保证质量又要降低成本，减轻群众入住

负担。规范程序，严格把关，打造百年工

程、廉洁工程。三要统筹抓好灾后重建任

务。坚持规划先行，着眼长远，打开眼界，

完善思路，组织专家论证，搞好科学测算，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加大恢复重建力度，

完善道路、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四要进

一步形成工作合力。总结弘扬抗洪精神，

凝聚推动灾后重建和新一轮全面振兴的

强大力量。党委政府、社会群众要齐心协

力，相关部门要根据灾后重建需求，加大

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采取科学有力措

施办法，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同

时，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进一步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交通、旅游等安全

监管，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大

特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节假日期间安

全出行。

省直有关部门和吉林市负责同志参

加调研。

刘国中在吉林市调研指导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

突出损毁房屋修复新建重点任务
坚决打好打赢灾后重建这场硬仗

10月6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国中来到吉林市，实地察看了水毁设施修复及受灾群众安置

房屋建设情况，调研指导灾后重建工作。 朱奕名 本报记者 邹乃硕 摄

在农安县人民医院 11楼外科

住院处，已经做完膀胱全切手术的

65岁老人刘振海躺在病床上，儿子

刘广生颇为感慨:“以前觉得农村人

看不起病，如今我们享受着医保，省

城的医疗专家给做手术，真切感受

到了国家政策带给我们的实惠。”这

次手术，刘振海通过新农合和低保

报销了医疗费用的90%以上。这些

实惠，得益于我省医改的成果——

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

2012年，农安启动县级公立医

院医疗综合改革工作。5年新医改，

农安县积极探索，大胆尝试，推进医

改始终走在前列，取得了明显成效，

成为国家、省试点县和示范县，在去

年的全国项目效果评估考核中排名

第9，为全国积累了改革经验。

据悉，我国将全面启动多种形

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三级公

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

用，建立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

通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增强基层服

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

农安县在建立分级诊疗机制和

医疗联合体上又先行一步，2015年

成为我省第一个与省级三甲医院组

成医联体的地区，县医院、中医院分

别与吉大一院、吉大二院和省中医

院组成医疗联合体，在对口支援、开

展疑难手术、远程会诊，双向转诊、

专家坐诊等方面建立了紧密协作关

系。通过“对口支援、专家坐诊”的上下联动方式，实现了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康复回基层和社区”的分级诊疗

就医新格局。目前，农安县公立医院拥有联合专科3个。

2016年门诊41万人次、住院5.6万人次，分别比改革前增

长57%和60%。县域外转诊率保持在9.4%，比改革前下降了

22%。

攻坚克难，终见良效。如今的农安县人民医院年门诊

量同比增长14.5%，年住院患者量同比增长43.1%，更可观

的是医院实行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机制，职工月平均工资同

比增长104%。

同时农安县医院、中医院分别与部分乡镇卫生院、村卫

生室组建医疗联合体，并确定了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能够

诊治的疾病种类，分别为772种、60种、28种，充分发挥各级

医疗机构的作用，整合优质资源下沉到乡村，逐步整合县乡

村医疗卫生资源，整体提升了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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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延吉市公园街道人流稀少，而园辉社区办事大

厅内却是人来人往，前来办理事务的居民络绎不绝。从早

上6点开始，社区书记林松淑便在这里不停地忙碌着。家

住园辉社区的郑增祥老人一大早便来咨询自家居民楼挡

光赔偿问题，林松淑用沙哑的嗓音耐心调解。郑大爷转怒

为喜，笑着说：“林书记真是我们的好书记，她是实实在在

地为人民服务！”

身为延吉市公园街道园辉社区书记的林松淑已为这里

的居民服务了17个年头。社区没有她的办公桌，因为她要

经常深入到居民家中，挨家挨户解决问题。她也曾有动听的

嗓音，可是因为过度操劳，造成声带永久损坏。

园辉社区的居民楼建于1993年，因为处于集中供热的末

端，所以小区4029户居民一到冬天就要挨冻，在家里穿棉袄

也冻得不行。2011年，省里有了“暖房子”惠民工程的项目，

林松淑积极争取，最终拿到了这个好政策。在“暖房子”改造

过程中，因涉及居民铝合金窗户更换等问题，除国家优惠政策

以外还要自己掏钱，所以林松淑半年入户上万次，收齐120万

元。现在，园辉社区每家每户都铺设了暖气管，墙上贴上了保

温板，屋顶加设了防水设施，整个居民区的房子“穿衣戴帽”。

再到冬天，居民家里暖暖和和，再也不用挨冻了。

林松淑的小灵通号码10年里都没换过。在园辉社区，

她的手机号既是热线电话，又是求助电话、便民服务电话。

因为好记，上到老人下到孩子都知道。林松淑说：“现在小灵

通号已经不常见了，可如果我突然换号码了，小区里那么多

空巢老人、孤寡老人怎么办？ (下转第二版)

社 区 的 当 家 人
——记十九大代表、延吉市公园街道园辉社区书记林松淑

本报记者 郭春焱

王恩东：带领中国服务器系统技术从“跟跑”到“领跑”

茹 振 钢 ：种 出 老 百 姓 最 爱 的 味 道
(见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赵赫）今年以来，在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和沿

线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高速公路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截

至8月底，全省高速公路建设完成投资84.8亿元。关于下一

步工作，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三抓”“三早”行动部署，紧紧扭住项目建设不放松、全力扩

大有效投资不懈怠，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确保无条件完

成年度投资任务。

省交通运输厅要求项目法人要对续建项目进行再安排、

再部署、再推进，逐项目逐环节落实责任，按天抠工程进度、按

天看建设进展，实行挂图作战、压茬推进。要加强施工组织，

督促施工企业增加施工机械、施工人员、施工时间，抓紧扩大

施工作业面，千方百计扩大实物工作量，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基

础上，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尽可能多地完成投资量。要配

合地方政府加快长春至拉林河、吉林至机场改扩建项目先行

用地、林业用地组件报批工作，抓紧双辽至洮南、松原至通榆

两个项目的初步设计审查，尽可能缩短审批时间，与地方政府

提前做好对接，指导地方提前开展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

加大建设力度 确保完成任务
我省全力推进高速公路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张茁 通讯员科研）在外销持续发力的基础

上，吉林化纤集团传统产品人造丝依托高质量的产品优势以

及灵活有效的销售策略，今年1-8月份，实现销量3.05万吨，

其中，内销1.76万吨，同比增长32%，国内市场占有率提高了

14%。特别是8月份，国内市场增幅劲猛，单月实现销量3057

吨，同比增长61.2%，创历史新高。

在人造丝全球产业论坛后，面对需求低迷、竞争愈加激烈

的市场；面对行业库存依然较大，不断上演的价格战，吉林化

纤集团进一步瞄准客户需求，改善产品品质，不遗余力地为客

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打出一套组合拳，进一步加强了

与国内客户的密切合作。如今，江苏新民、李宁、爱慕、罗莱等

企业对吉林化纤的人造丝产品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丝饼

大型化、匀质化后，使下游生产效率提升了30%。成本降低了

3%，效益大幅提高。

吉林化纤人造丝月销量屡创新高

本报讯（丁晓云 记者张力军）记者日前从召开的全省农

机化技术与信息化融合现场会上获悉，我省将加快推进农机

化技术与信息化融合，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保障。

作为国家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省推进行动示范省，省政

府提出，到2020年底力争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到90％以上，其中玉米、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93％以上，植保机械化能力达到60％以上，秸秆机械化处理水

平达到80％以上。为了加快补齐全程机械化短板环节，去年

省政府对农业重大增产技术进行了调整，将农机深松、保护性

耕作、玉米籽粒机收与烘干、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纳入其

中。今年，又将农机深松、秸秆捡拾打捆、高效植保机械化技

术，列入中央财政农业发展专项进行重点扶持，给予作业补贴。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农机化技术与信息化融合将

重点围绕“三个坚持”，着力推进“一项工程”，精心打造“一个

平台”。“三个坚持”就是坚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题，

坚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坚持农业机械化全程全

面提质增效的发展目标。“一项工程”就是推进农机精准作业

示范工程。“一个平台”就是打造全省农机化信息管理与远程

调度指挥服务云平台。我省将强化措施，加强组织实施，加强

研发创新，加强示范带动，加强培训指导，加强宣传导向；认真

总结取得的成效和经验，确保项目有序有效扎实推进。

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保障
我省加快推进农机化技术与信息化融合

本报讯（记者刘颖 通讯员李春晖）长春市实行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今年起到2020年，在榆树市、农安县等地开展

耕地轮作等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工程，全面推进黑土地保护

整治行动，今年试点面积10万亩。到2020年，逐步恢复土壤

肥力，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到2%以上，耕层平均厚度达到20

厘米以上，黑土耕地质量将显著提升。

据了解，按照环保部要求，从2011年开始，长春市每年开

展一次土壤环境质量试点监测。监测结果表明，全市土壤环

境质量总体状况良好，试点监测的3个蔬菜种植区域、2个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口周边、3个畜禽养殖场周边的土壤均

未受到污染，属于清洁土壤类型。局部城市区域土壤有所污

染，但污染程度普遍较轻。

为保障农业生产环境安全，长春市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

将农用地划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三个类

别。优先保护质量较好的耕地和园地。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将向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的地区倾

斜。长春严格控制在优先保护类耕地和园地集中区域新建重

点行业企业，现有相关行业企业将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实施

提标升级改造。长春市政府对优先保护类耕地面积减少或土

壤环境质量下降的县（市）区、开发区，进行预警提醒并依法采

取环评限批等限制性措施。完善建立全市耕地质量档案，到

2020年建立1768.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土地质量档案。

长春实施黑土地核心区综合保护

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