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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崔庆云 记者孙寰宇）今年以

来，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省安

委办周密研究部署，迅速采取有力措施，狠

抓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全力做好我省安全生

产工作，确保我省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

1月15日，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

安委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要求安监

系统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自觉，进一

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遏制较大事故、

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

环境；2月26日，省安委会召开省安监局处

以上干部会议，专题听取强化安全生产工作

情况汇报，要求全省安监系统要对安全生产

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确保安全

生产形势稳定；3月1日，省安委会开始为期

20天的专项督导检查，成立了5个督导组，

分别对全省12个地市（州）和21个行管部门

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省安委办还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双随

机”执法检查机制以及“四个一律”“五个一

批”要求，根据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和

烟花爆竹、交通运输、消防、民用爆炸物品、特

种设备、建设施工等行业，季节性安全生产工

作特点，突出薄弱环节，强化隐患排查治理、

专项整治和动态监控。其中：矿山方面，重点

打击退出煤矿死灰复燃，停产矿井私自偷采，

超能力越界生产等违法违规情况。交通运输

方面，重点打击“三超一疲劳”和非法载客、客

货混装等严重交通违法违规行为。

危化品方面，重点打击危化品企业违规生

产及特殊作业，重点整治危化品企业与人员密

集区安全距离不足的问题。消防方面，重点强

化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学校、宾馆饭店、商场

市场、娱乐场所、社会福利机构等人员密集场

所消防安全执法检查。省安委办加强统筹协

调力度，进一步健全信息共享、联动机制，加强

灾害性天气、地质灾害等预测预报和人流、车

流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加强值班值守，

确保一旦发生事故或险情，组织救援力量和装

备物资快速响应、有效应对、妥善处置。

精准预判 密集部署

确保我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北国春城热情涨，松江水暖唤雁归。大

年初五，吉人回乡创业就业合作发展座谈会

在长春举行。五洲禧年华（北京）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创始人CEO李儒奇怀揣着他的“长

白山构想”，与其他300多名“吉人”共同参与

了座谈会。

儒雅，平和，睿智，谦逊，是李儒奇给人

的第一印象。

“吉林省委、省政府如此关注和重视吉

商，并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投资兴业环境和

政策，让我既兴奋又感动，也看到了吉林发

展的希望和未来。”他说，离乡十余载，身为

土生土长的吉林人，一直惦记着多为家乡作

些贡献。今年项目开工在即，让他心里格外

踏实。

据李儒奇介绍，五洲禧年华（北京）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中国年文化的弘

扬与创新，现已发展成国内拥有中华节日主

题IP知识产权最多的公司。“长久以来，中国

没有一个统一的节日体系，这为其走向全球

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他说。对此，该公司通

过长期的走访与研究，整理出了一套真正的

中国年节日体系——“中国年·九节日”，即

冬至、腊八、小年、除夕、大年初一、正月初五

破五、正月初七人日、正月十五元宵节、二月

二龙头节。

如今，我们只要打开手机微信里的表

情，就可以免费下载“中国年·九节日”的拜

年微表情。其中，龙马神兽的大年形象、背

负洛书的神龟小年形象、来自杨柳青年画的

年娃娃形象以及怪兽夕的形象，生动活泼，

寓教于乐，颇受欢迎。

如何将中国年文化和东北老家紧密联

系在一起呢？两者是否能够碰撞出绚丽的

火花？李儒奇一直琢磨着这件事儿。看着

近几年冰雪旅游势头迅猛，“冷资源”变成了

“热产业”，李儒奇把眼光锁定在了长白山。

“冬日长白山冰天雪地，魅力无穷，正是过中

国年的好地方！”

经过与长白山管委会和延边州安图县

政府的多次沟通，李儒奇感觉到了家乡人

身上的干劲儿和闯劲儿。“和当地政府的

接触让我倍感温暖和亲切，也让我看到了

家乡可喜的变化。大家具有主动性和服

务意识，提出的建议也非常有可行性，这

让我们回乡投资的吉人充满信心！”李儒

奇说。

目前，五洲禧年华（北京）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分别和长白山管委会、安图县政府签署

了首轮合作协议——在长白山脚下落户长

白山和平小镇，定位是国内首个人类命运共

同体小镇；与安图合作构建阿里郎年镇，充

分打好延边朝鲜族的风情牌。

“我也希望首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日能

在长白山举行，并把这个活动固定在每年

的 9月 28日在长白山召开。”李儒奇还建

议，每年举办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城市高

峰论坛，像海南的博鳌论坛一样，打造一

个属于长白山的论坛，促进其成为全球旅

游的目的地。

巍峨长白山，洁净天池水。李儒奇对长

白山的爱深刻而隽永。回乡创业，是李儒奇

的小理想，而带动更多的人来到吉林创业，

则是他的大目标。兼任吉林省创业促进会

副会长的他，在吉人回乡座谈会上表示，希

望我省去年启动的大学生创就业人才生根

工程能够落到实处，吸引更多的大学生扎根

吉林，为振兴吉林作出贡献。

越来越多的返乡吉人积极融入家乡发

展大业。黑土地不再沉睡，它变成了一片创

业、兴业、立业的热土。吉林敞开怀抱用情

感人，吉人爱家兴家以义回报！

中国年文化助力长白山大旅游
——访五洲禧年华（北京）文化传媒创始人CEO李儒奇

本报记者 赵梦卓

◀3月2日，延吉市万达广场，来自延吉6个
街道以及朝阳川镇的居民们欢庆元宵节。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古时称“上元节”。为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和传统，延吉市举办
了“2018年延吉朝鲜族上元节民俗活动”。图为
居民表演的朝鲜族传统歌舞。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1984年出

生的许晶宇，对这句话深有感触。

2007年，许晶宇从警校毕业后考入大

安市公安局, 一直担任慧阳派出所民主社

区民警。11年来，她始终心系群众，勤勉敬

业，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实事，被大家

亲切地称为“女管家”。

在许晶宇的不懈努力下，她的辖区连

续8年实现刑事案件零犯罪、零发案，成为

名副其实的平安辖区，个人相继获得全省

三八红旗手、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

察等荣誉称号。

早在2014年初，许晶宇主动接触并学

习新媒体知识，快速掌握了新媒体的传播

应用功能，建立了社区微信群，特别是她主

推的品牌栏目“光明微直播”，在辖区家喻

户晓，深得群众好评。

一次，许晶宇辖区内一对老夫妇到派

出所报案，称放在楼道里的两口旧缸丢

了。这两口缸不值啥钱，但却是老夫妇结

婚时购买的，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

许晶宇立即在“光明微直播”上发布信

息征求线索。仅仅过了两天，就有群众“举

报”拿走大缸的人。原来，是一名废品收购

员误以为旧缸没有主人，就当做垃圾搬走

了。

据统计，自从“光明微直播”栏目开设

以来，许晶宇的微信好友已达700余人，收

到网友留言和评论2400余条，搜集到有价

值的破案线索60余条，为群众办好事、解难

题90余件。

群众看公安，主要看治安。许晶宇密

切关注辖区治安态势，针对社区人财物流

动大的特点，把觉悟较高、身体较好的居民

组织起来，组成了一支30多人的社区治安

巡逻队，每天定时在辖区内开展治安巡逻，

做到“街道有巡逻、邻里有守望”。

许晶宇还发动社区退休老干部和老年

人组成了“夕阳红”治安劝导队，开展日常

安全检查、信息搜集、纠纷调解、法治宣传

等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了社区治安管控

能力。

凭借深厚扎实的工作基础，这些年，根

据许晶宇精心搜集的有关案件线索，慧阳

派出所相继抓获10余名网上在逃犯罪嫌疑

人，破获侵财类案件100余起。

2016年，许晶宇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

提出“互联网+警务”的新理念，成功开创了

“互联网+防范”“互联网+管理”“互联网+民

生”“互联网+社区”等新型现代警务模式。

在她的带动下，大安市公安局大力推

进网上警务室、网上派出所等服务窗口，将

信息技术创新与警务工作深度融合，有效

提升了维护稳定、打击犯罪、服务群众的能

力水平，推动传统警务向现代警务转型升

级。

“小许拿我们当亲人，谁家有个大事小

情，她都跑前跑后，但是她自己家里有人病

了，却没时间照顾。”社区居民王大妈感叹

地说。工作以来，许晶宇走遍了辖区每一

寸土地，熟悉每一户群众，却常常顾不上自

己的小家。父母年迈，她没有时间尽孝；结

婚多年，为了工作始终没要孩子，甚至不能

为丈夫做一口热饭。每次想到这些，她都

感到特别内疚。

“虽然忙点、累点，但我仍然觉得很幸

福，因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作为一位

基层民警，我要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让老

百姓真真切切地在新时代感受更多的安全

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许晶宇微笑着说。

记者手记：

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
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许晶宇的幸
福背后,是一个基层青年女民警用毅力与微
笑承载的不懈奋斗,用大爱与责任灌溉的群
众信任，更是用行动滋养的团结和谐,用真
情铸就的喜乐平安。

社区民警每天面对的都是琐碎小事,可
这样的工作最接地气,对社区平安也最为重
要。当别人放眼山水时,他们的视线紧追着
百姓的家长里短；当别人放松休闲时,他们
的双脚奔走在大街小巷。

时代在变,奋斗的精神永远不变。在这
个属于奋斗者的新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从不言苦的“女管家”
——记大安市公安局慧阳派出所民警许晶宇

本报记者 王子阳 通讯员 姜建龙 申炎林

本报3月2日讯（记者石晶岩）今天上午，长春新区召开软

环境现场会，以长春高新区政务大厅为试点，公布和实施第一批

“只跑一次”事项，总数达391项，占全部相关事项的51%。

对可实现“只跑一次”的事项，在网上审批时分别采取五星、

四星、三星标准评定。其中，五星级事项可借助快递、电子印章

等应用，实现办理“零上门”；四星级事项可通过网络完成申请和

办理，办结后到窗口核验必要信息和资料，并同步领取办理结

果，只需跑一次；三星级事项采取“网上预审、窗口报批、办结取

件”的模式，可结合快递服务实现跑一次。在公布的第一批上线

事项中，五星级事项共 107 项，占全部“只跑一次”事项的

16.7 %；四星级事项共235项，占比为36.6%。并推出行政审批

服务外办及服务业首批16项证照联审联办的特色服务，变“群

众、企业来回跑”为“部门协同办”。

按照省政府《全面推进“只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要求，长

春新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在“一门式、一张网”政务服务

综合改革基础上，借鉴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和天津市先进经验做

法，实施“只跑一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力打造一流发展软环

境。“只跑一次”是指群众和企业到政务大厅办理行政许可、行政

确认、其他行政权力（含核准、备案）、公共服务等事项，在申请材

料齐全、符合法定要求前提下，实现只跑一次甚至不跑也能办理

相关事项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只跑一次”改革，切实以群众和

企业的感受为根本出发点，长春新区努力在做细做小做实上下

功夫，突出做好“网上通办”“限时简办”“联审联办”“无偿代办”

“登门帮办”“全程督办”，真正实现群众和企业办事“只跑一次”、

材料“只报一次”、部门“只审一次”。

今年7月底前，长春新区将实现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只

跑一次”，甚至是“零跑动”的政务服务机制体制，力争把长春新

区建设成为东北乃至全国范围内，工作效能最高、审批流程最

优、发展环境最好、服务质量最佳、群众和企业满意度最高的地

区。

全力建设一流发展软环境
长春新区发布“只跑一次”改革第一批事项

本报讯（李月安 魏静 记者陈沫）3月3日是第五个“世界野生动

植物日”，今年的主题是“保护虎豹，你我同行”，倡议保护虎豹等大型

猫科动物。为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东北

虎豹等野生动物栖息地生境安全，从2017年11月开始，我省开展清

山清套专项行动，对珲春、汪清等虎豹栖息地加大保护力度。

汪清林业局调整划分了4个片区14个领导野生动物保护包

保单位，为13支巡护队配备了SMART巡护设备，并印制东北虎豹

保护宣传挂历和台历免费发放。对林区集贸市场、五金店、药

店、餐厅、饭店、宾馆等经营场所进行全面清查，严防网络、微信、

宠物店、“黑市”等途径非法收购、运输、贩卖、食用珍稀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违法行为，严防非法制作和销售猎套等非法盗猎工

具。定期组织公安干警、林场巡护人员和林政稽查人员开展清

山清套专项行动，对全局辖区特别是虎豹经常出没区开展地毯

式清山清套行动。目前，共组织开展清山清套630次，清理套子

932个，无乱捕滥猎野生动物案件发生。

珲春林区开展了为期140天的打击乱捕滥猎野生动物专项

行动，打响了守护东北虎豹安居乐园的攻坚战。珲春林业局、珲

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珲春森林公安局、武警珲春

森林大队、珲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联合行动，全面开展清

山、清套、清网等巡山行动。行动小组深入城乡集贸市场、餐饮饭

店和重点管护区，摧毁野生动物运输和销售链条。目前，专项行

动已清缴猎套150个、鸟铳网具和夹子9个，检查驯养繁殖及经营

野生动物场所12个，取缔非法场所4个。

“保护虎豹，你我同行”
我省开展清山清套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李学伟）德惠市加强党建工作，在全市乡局级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三抓三创”活动，推动落实领导班

子和干部队伍全面从严治党。

抓贯彻，创建政治一流班子。通过完善集中课堂、健全网络

课堂、打造掌上课堂，将“三个课堂”学习情况纳入乡局级领导干

部考核管理。各党委按照一人一计划，把党性锻炼情况作为民

主评议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通过所在党支部全体党员评

议进行检验。乡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带头落实“三会一

课”、民主生活会和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

抓落实，创建业绩一流班子。在全市开展争先夺旗、特色创建、

达标晋位“三项活动”，各单位高标准确定至少1个争先夺旗目标，各

单位领导班子至少确定2项创新性或突破性工作，领导干部至少确

定1项创新性或突破性工作，对创新性、突破性工作实行项目化管

理，跟踪问效，评先选优。对比较靠后的工作项目，制定赶追目标，实

行专项督查、定点检查、定期督查相结合，发现问题，改进工作。

抓提升，创建作风一流班子。实施“先锋示范”“换位体验”

“专项督查”三项行动，全面强化党员干部作风。组织党员领导

干部通过单位网站、公开栏、公示板等亮岗位、亮职责，定期组织

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单位、服务窗口、工作一线，与基层干部、

群众、服务对象进行“换位体验”。在重点工作项目上，查进度、

看效果，在重要节点“四风”上，对重点场所进行督查。

德惠开展“三抓三创”活动

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本报讯（王灵玲 记者曾庆伟）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受高空

槽影响，3月3日凌晨至4日凌晨，我省将有一次较明显雨雪天

气过程。当前积雪较深，尤其是吉林、白山、延边西部积雪多在

15厘米以上，个别地方在50厘米以上，本次过程上述地区雨雪

量较大，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及时组织清雪除冰，防范积雪结

冰对输变电网、通讯线路和绿化植物的危害，同时需加强设施农

业管理，以防设施受损和蔬菜冻害，此外，近期气温变化大，注意

预防感冒等疾病。

3月3日凌晨至上午，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小到中雪；中

午前后至傍晚，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雨夹雪或雪，部

分地方有大雪，其它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雨；3日夜间至4日凌晨，

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雨夹雪转小雪。过程降

水量：长春、吉林、延边北部为8～15毫米，最大降水量可达20毫

米；白城为1～3毫米；其它地区为3～8毫米。雨雪过后气温下

降，4日早晨，南部和东部最低气温为-9℃～-5℃，其它地区最

低气温为-15℃～-10℃。

我省将有一次较明显雨雪天气过程

▲长春市万科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一起猜
灯谜、吃元宵迎接元宵佳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王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