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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7日讯（记者张力军）记者从今

天召开的全省粮食工作会议上获悉，过去的

一年，全省粮食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新

成绩，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年累计收购粮食

799亿斤，其中玉米683亿斤。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成效显著。一年来，

玉米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基本建立，多元主体

活力充分释放，加工产业有效激活，农民种

粮收益得到保证。没有发生卖粮难、大面积

坏粮和社会敏感事件。特别是2017至2018

收购期，玉米平均收购价格加上补贴收入每

市斤接近1.00元，比上年提高0.13元。

吉林大米品牌建设扎实推进。全省中

高端大米全年销量达到18亿斤，同比增长

20%，平均价格达到6元/斤。优质品种稻谷

覆盖率达到80％以上。稻谷加工业产值达

到280亿元，比上年增长10%。水稻平均收

购价格1.60元/斤，每斤高出最低收购价格

0.10元，带动农民增收10亿元以上。

粮食销售实现历史性突破。为销售区

代储地方储备粮比上年增加110%，政策性粮

食销售相当于过去7年的总和，全省累计外

销和加工转化粮食1084亿斤，比上年增加

150%。

安全管理水平全面提升。通过了全国

粮食库存检查验收，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好转，确保了库存粮食质量稳定、口粮绝对

安全。

保障能力进一步加强。省级储备粮全

部实储到位，8个市州建立起成品粮动态储

备，夯实调控基础。认证全省“放心粮油”企

业297户，完善配送、加工、储运于一体的应

急供应网络。

盐业体制改革有序实施。全省盐业市场

秩序稳定，碘盐合格率稳定在90%以上。

新的一年，全省粮食部门将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

绕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发展粮

食产业经济为总抓手，统筹产业转型升级、

夯实流通基础、优化发展环境“三位一体”协

调推进，确保“购销储运加”有序运转，全面

开创粮食流通工作新局面。

发展产业经济 助推乡村振兴
我省粮食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规定，现对王庭凯等同志进行任职前公

示。

王庭凯，男，1967年1月生，汉族，中共

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长春市绿园区

区长、二道区委书记，长春经开区管委会主

任、党工委副书记。现任长春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拟任市（州）党委正职。

李中新，男，1965年2月生，汉族，中共

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纪委政策法

规室主任、监察综合室主任、绩效管理监察

室主任，四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现任

四平市委副书记。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穆占一，男，1966年1月生，汉族，中共

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长春市档案局

副局长，省档案局（馆）副局（馆）长。现任吉

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拟任正厅级领

导职务。

盛效儒，男，1973年11月生，汉族，中共

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委办公厅综

合二处处长。现任吉林省委办公厅副主

任。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杨凯，男，1963年1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政府驻深圳办

事处副主任，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政府

副秘书长。现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

厅巡视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杨玉新，女，1964年4月生，汉族，中共

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吉林大学党委

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部长，长春理

工大学纪委书记。现任长春理工大学党委

副书记。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

车国庆，男，1968年9月生，汉族，中共

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委组织部人

才工作处副处长，干部二处副处长、调研

员。现任吉林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处长。

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孙兆银，男，1964年9月生，汉族，中共

党员，大学学历。曾任长白山开发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长白山管委会

池西区党委书记。现任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管委会住建局局长、党组书记，长白山保护

开发区管委会副秘书长。拟任副厅级领导

职务。

对上述公示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于

2018年2月13日前以信函、电话、短信、网上

举报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一处（举

报中心）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签

署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通信地址：长

春市新发路577号，邮编：130051。举报电

话 ：0431-12380，短 信 举 报 平 台 ：

15584212380，举 报 网 站 ：http://www.

jl12380.gov.cn。

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
2018年2月7日

省管干部任职前公示公告
（2018年第2号）

正值岁末，长春市南溪湿地公园里一派

热闹景象。银装素裹的冰面上铺着厚厚的

白雪，雪面在阳光照耀下映衬出金色的光。

玩雪滑梯的孩子们流连忘返，尽情撒欢儿。

远处，宽阔的雪地上传来阵阵欢笑声，人群

中间，一群身着单薄球衣的小伙子们正在冰

天雪地里踢着足球，足球擦着厚厚的雪面快

速翻滚，速度和方向都很难把握。球员们你

争我夺，谁先发力谁先栽个大跟头，摔倒了

的打个滚儿再爬起来，继续你追我赶。在这

洁白的世界里，活力战胜了冬日的严寒。

“这是群众自发组织的雪地足球赛，对

手是随机分的，就是玩着乐呵。”南溪社区书

记郭晏彤向记者介绍，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

国建设，社区体育作为全民健身的重要平台

和载体也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期。“去年12

月南溪湿地公园的冰场就正式投放使用了，

这不仅丰富了公共健身场所，更为社区居民

的日常健身提供了有利保障。”

“噼啪，噼啪”，球杆击打橡胶冰球的脆

响，伴随着东北大雪后凛冽的空气在球场上

不断回荡。“看，那边就是孩子们的新冰场。”

顺着郭晏彤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群少年

手持冰球杆，在冰面上流畅地滑行。虽然他

们的节奏不快，但是一攻一防都有板有眼，

几位年轻的教练员每人指导三四个孩子球

杆上的技术动作要领。伴随着围观家长们

的喝彩声，孩子们红扑扑的脸蛋上满是快乐

的笑容。

“我们的冰球课是公益性质，从没收过

一分钱。在经济上确实有很多困难，好在有

社区帮忙克服。”张晓明是南溪少年冰球俱

乐部的创始人，这位年过六旬的老者依然操

着洪亮的嗓音，双目炯炯有神。“现在长期学

习冰球的孩子大概有70名左右，正是孩子们

的寒假假期，又临近春节，来打球的孩子更

多了，俱乐部的人手显得有些不够。”据张晓

明介绍，俱乐部里还有两位国家队退役教练

员在这里义务支教。

“租借专业冰场的成本太高，经过多方

努力我们找到了湿地旅游公司开发商，公

司的管理层听到这种情况，免费为孩子们

在公园的冰面上建立了一块冰场。”南溪社

区书记郭晏彤感慨地向记者介绍。丛青林

老人家住附近，每天清晨都会在这里抽冰

猴儿。“平时在家很单调，现在每天来这里

运动运动感觉自己过得很开心。每天来这

里健身的人很多，尤其是和老伙伴儿们在

这里组团抽冰猴挺有意思。现在我们的日

子越来越好了，啥也不缺，快乐和健康就是

生活对我们的最高奖赏。”丛青林老人乐呵

呵地说。

夕阳西下，记者从熙熙攘攘的冰面雪场

中走出来，回头看看，投身各种健身运动的

人群依旧没有散去，周边的小区楼房上，许

多人家挂出了迎接新春的红灯笼，红灯笼亮

起来了，整个冰面雪场笼罩在喜庆祥和的气

氛里，这里的年味儿别有一番味道。

冰雪健身“热”新春
本报记者 景洋

走进街道社区、走进乡镇村屯，组织艺

术家为群众写春联、送福字、剪彩纸、拍全家

福、唱大戏，送文化下乡。进入腊月，为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要求，梅河口市开

展了“我们的中国梦”——吉林省新时代“红

色文艺轻骑兵”文化惠民直通车志愿服务活

动。连日来，记者跟随着各文艺小分队走村

入户，见证了腊月里那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室外天寒地冻，室内暖意融融。腊月初

七一大早，梅河口市李炉乡连山村村部里，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党员和群众早早就聚

集在这里等待艺术家们的到来，书法家们一

进入村部，就被村民围起来了，村民们纷纷

请书法家为自己写上一幅自己满意的春

联。除了送春联，为村民送全家福活动也在

进行，摄影家们来到了45岁村民唐灵刚家，

为这个四口之家照了一幅全家福，利用带来

的打印机，现场打印压膜。不一会儿，一张

精美的全家福送到了他们的手中。

腊月十四，梅河口市现代服务业示范区

新建的图书馆里，写春联、送福字等活动也

在进行。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隶楷行草

各展所长，墨走龙蛇挥洒自如，一幅幅充满

祝福的春联和福字不到半天功夫就摆满了

书桌；摄影师们架上心爱的“长枪短炮”，咔

嚓咔嚓地照不停，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一个

个幸福的瞬间；一把剪刀，一张彩纸，在剪纸

艺人的手里一会就变出了鱼、小狗、小鸡等

剪纸和窗花，每一幅作品或栩栩如生，或憨

态可掬。

腊月十七，山城镇送戏下乡小分队来

到了大湾村。炫美的舞扇，喜庆的绸衣，

五彩的头饰，一曲《迎新年》大秧歌，扭出

了精气神儿；开场舞《梅河美》舞出了梅河

口人的幸福自豪和对家乡的热爱；“好政

策打开了心两扇，多年的干巴树又冒出了

新芽尖”二人转《墙里墙外》唱出了党的好

政策下，寡妇二嫂和光棍汉对新生活的向

往；“梨花开,春带雨 梨花落,春入泥。”一

曲京剧《梨花颂》，演员唱腔婉转，表演有板

有眼……大湾村村民赵冬贺说：“不出家门

就能看到这样精彩的大戏，这样的文化下

乡深受我们农民的欢迎。”组织活动的梅

河口市文联副主席张润林说：“通过这些活

动，让我市城乡居民感受到原创春联、福字

及剪纸的艺术魅力，在弘扬中国特色年味

传统文化的同时，增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让城乡居民感

受到党和政府关怀。”

腊 月 好 风 景
本报记者 江培山

本报讯（记者李娜）2月6日，中央文明办有关负责同志和省

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一行专程来到我省全国道德模

范纪长秋烈士家中，看望、慰问纪长秋烈士家属，送来慰问金，同

时也带来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及社会各界的温暖。

在纪长秋烈士的儿子纪庆禹家中，“现在的工作、生活怎么

样？”中央文明办有关负责同志转达了中宣部、中央文明办领导

的亲切问候，并仔细询问纪庆禹家里的情况，叮嘱他说：“你要好

好照顾你妈妈、照顾自己，如果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一定要和我

们说。”

“感谢这些年党和政府对我和妈妈的关心，帮我完成了学

业，还为我和妈妈治病。”说到这里，两行热泪沿着纪庆禹的脸颊

流了下来，他突然站起来，深深地向大家鞠了一躬。他说：“现在

我已经参加工作了，我要以爸爸为榜样，以更多道德模范为榜

样，好好工作，为社会多作贡献，多传递正能量。”

纪长秋是长春市朝阳区清河街道万宝社区居民，2009年9月

29日，长春市朝阳区邮政储蓄西朝阳路支行内发生持枪抢劫银行

案，他在与歹徒搏斗中光荣牺牲。2009年，纪长秋被省政府追认为

革命烈士，被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全国见义勇为英雄称号；

2010年11月，他被评为第二届吉林省道德模范；2011年9月20日，

在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中荣获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称号。

慰问道德模范 弘扬好人精神
中央文明办有关负责同志看望慰问纪长秋烈士家属

本报2月7日讯（记者叶楠）今天，四平市委统战部、四平市

各民主党派和双辽市安监局工作人员，来到双辽市卧虎镇五家

子村，开展“同心助力脱贫攻坚”系列活动，村民在春寒料峭中感

受到了浓浓暖意。

在五家子社区大院，文艺汇演拉开了帷幕，女生独唱《梨花

颂》、朝鲜族特色歌曲《金达莱》、京剧片段《小小杜鹃花》……旋

律优美又颇具民族特色的节目赢得阵阵掌声。

慰问团一行来到贫困村民家中，为他们发放棉衣、棉被等生

活必需品；现场手写春联、福字；提供法律咨询，发放宣传资料，

让群众更直观了解相关法律知识；进行农业产业知识培训；组织

医护人员现场送医送药义诊，对107位村民提供免费体检。

“谢谢你们啊，大冷天的还惦记我们，不仅送了很多年货，还

免费给我们看病。”一位刚刚诊脉结束的老奶奶笑着说。

慰问团还在五家子村召开了脱贫攻坚座谈会，针对五家子

村实际，面对面、实打实地谋划2018年扶贫思路，分解细化了帮

扶任务。

助 力 脱 贫 攻 坚
四平统战系统走访双辽五家子村

本报2月7日讯（记者隋二龙 赵蓓蓓 庞智源）今天下午1

时，“辽源好人”2017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辽源市红旗剧场举

行，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阵阵。赵艳霞、郭朝阳和隋骐骏等10名

“辽源好人”纷纷走进观众视野。

近年来，辽源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

群众道德素质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以“辽源好人”为代

表的道德建设先进人物。2017年，又有100多位“辽源好人”走

进了大家视野，感动整座城市，最终，10人走上了“辽源好人”

2017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现场。

勤劳俭朴的赵艳霞用善良和坚毅撑起一个家；热衷于志愿

服务的学生隋骐骏；援藏教师杨凯华以乐观的态度和顽强的意

志与病痛抗争；以宽广胸怀呵护“五子”家庭的张丽虹；群众眼中

的贴心人、站前社区居委会主任籍红……

“关爱帮扶好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2018年，辽源市

文明办将携手驻辽各级文明单位，向全社会发出倡议：从点滴做

起，从小事做起，关爱身边“好人”，力所能及的为“好人”排忧解

难，让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深入人心，让关爱“好人”的善行义

举蔚然成风，共同打造辽源这座美丽的爱心之城。

传播好人故事 温暖爱心之城
“辽源好人”2017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举行

为了丰富市民节

日餐桌，2 月 7 日，延吉

市河南街道白山社区

开展“迎新春佳节 叙

兄 弟 情 谊 品 民 族 美

食”主题活动。来自12

个社区的居民对紫菜

卷、包饺子等美食互相

学习和交流。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本报讯（记者毕玮琳 刘桂云 姜玮 盖卓威 通讯员邢育一）
为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长春、四平等地“新时代传习所”开展普

法、电商培训及文艺活动，让百姓在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基

础上，获得更多的知识。

1月15日，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凯利社区“新时代传习

所”法律讲堂、文艺讲堂同时开讲，吸引了百余名居民前来听

讲。本次法律讲堂向居民宣讲的内容是小区业主的维权问题，

55岁的胡宴诚律师以一问一答的互动形式向居民宣讲，现场气

氛热烈，居民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宣讲自己收获颇丰。据悉，每月

15号凯利社区定期组织一次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宣讲法律知

识，并结合辖区居民最关心的问题向居民群众进行宣讲与解

读。与此同时，在凯利社区的活动室里，歌舞浓浓，掌声和叫好

声连成一片。凯利社区文艺宣讲堂上，宣传员们用舞蹈、大合唱

等形式，表达了对党的热爱，也将党的十九大精神传递给了社区

居民。

1月29日，在四平市铁西区平西乡獾子洞村“新时代传习

所”里，歌声嘹亮，掌声阵阵。四平市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文

化惠民志愿者服务队在此进行慰问演出。志愿者们用歌声传递

十九大精神，同时也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

声。

2月1日，长春市九台区城子街街道“新时代传习所”科技兴

农双扶基地正式启动，在科技兴农电商培训班里上演了一场精

彩实用的“双扶记”。“我在2016年参加了镇上组织的第一期电

商培训班后，回家就按照老师讲的操作流程自己开个卖粗粮、干

菜等农产品的淘宝店，听说今天又有培训，就赶紧过来了。主要

是请教一下老师，对店铺进行重新的装修升级，再扩大一下经

营。”今年42岁的城子街街道城子街村的村民矫淑艳，今天带着

一个写满问题的笔记本直奔着电商培训课而来。矫淑艳现在每

个月依靠电商销售，有近2000元的收入，同时还能帮助村里的

农产品实现网上销售，让村民共同致富。

2月2日，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万通社区利用“新时代传

习所”，传递党的理论和政策，同时也把法律和科技知识传递给

群众，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基层百姓对党的大政方针的理解。活

动中，草根宣讲员刘松军就如何鉴别和防止针对老年人的保健

品诈骗问题进行了专题讲座，并用实际案例向居民详细讲解了

有关法律法规。

长春四平“新时代传习所”活动异彩纷呈
●来自新时代传习所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