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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感谢边防民警了，你们都是好心人！”珲春市南秦

孟村村民张雪莲激动地说。原来，前几天张雪莲外出时，

不慎将身份证丢失，边防民警仅用了2个小时便帮助其

找了回来。

近日，延边边防支队板石边防派出所民警在日常走

访时，村民郎某向民警反映自己在南秦孟村五组道边捡

到一张张雪莲的身份证，信息显示她就是五组的村民，但

郎某在村内居住两年多，没听说过张雪莲这个人。

随后，民警在“警民微信群”里发布了消息，希望村民

帮助联系到张雪莲，通知其前来领取身份证。看到民警

发布的消息，南秦孟村妇女主任郎惠萍第一时间回复：已

通知张雪莲大舅。当天下午，张雪莲和母亲一起来到板

石边防派出所将身份证取走。

原来，张雪莲母女三年前在城里买了楼房，很少回村

里。当天上午，她到大舅家串门，不慎将身份证丢失，没

想到这么快就被民警找到了。

据悉，板石边防派出所“警民微信群”建立以来，民警

通过“微信群”，向辖区群众宣传防火、防盗、防骗以及相

关政策数十次，帮助村民解决困难若干件，拉近了警民之

间的距离。

两小时找回身份证
本报记者 董鹏宇 通讯员 朱琦

本报讯（记者李抑嫱 通讯员魏无忌 卢宝）四平市铁

西区委统战部积极探索创新，以“互联网+统战”为平台，

将统战工作线上线下织成一张网，成功打造新时代网络

统战工作同心圆。

向“互联网+”借势借力，巧筑统战新平台。2017年，

“四平铁西统战”微信公众平台正式开通。公众平台每日

围绕统战工作相关政策解读、活动开展、区内新闻、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等，通过“统战故事”“涨知识”“解

答”“铁西统战新闻”“铁西要闻”“学习十九大”“两学一

做”等板块分类进行宣传发布，加强权威解读，提高统战

工作的知晓率和关注度。

用“真心”服务民生民企，创建统战新载体。依托“四

平铁西统战”公众平台，四平市铁西区委统战部开设了

“同心帮扶”“企业诉求”“建言献策”三个载体，打造“互联

网+统战”工作新模式，一方面发掘依托本土资源，另一方

面充分发挥有影响力的本地社会组织优势，广泛组织党

外人士共同参与网络互动、发声，支持他们围绕城市扶

贫、城市共建、企业自建等工作开展舆论监督，助推问题

化解，以网络为纽带增进共识。

四平市铁西区委统战部依托互联网平台推动工作信

息化建设，大大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为联系统战成

员、做好凝心聚力工作开辟了新路径。同时，借力“互联

网+”将网络界人士统战工作从“家事”转变为“共事”，将

网络界代表人士纳入统一战线“同心圆”，为他们发挥作

用提供了重要平台。

依托互联网 巧筑新平台

本报讯（记者粘青 通讯员宋

炳文）为更好发挥巡察利剑作用，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作风建

设向基层党组织延伸，抚松县委

强化主体责任，积极构建县级巡

察工作新格局，不断夯实巡察工

作基础，为巡察工作顺利有效开

展提供坚强保障。

机构人员配备整齐。以构建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巡视巡察

工作网络格局为指引，明确职责、

配备人员，成立了县委巡察办公

室，主要负责巡察工作的综合协

调、组织指导、政策研究、制度建

设、监督管理、服务保障等工作。

巡察办公室现已完成机构设置、

人员配备和办公场所建设等基础

工作，实现了巡察工作“编制、人

员、场所”三固定。

组建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

了选好配强巡察工作“尖兵”，打

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巡察队伍，由

县纪委和县委组织部共同考察，

面向全县选拔原则性强、素质过

硬、有担当、熟悉基层工作、善于

发现和分析问题的同志。经县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组建

了56人的动态巡察组长库、巡察

组员库，按照干部职级、文化、专

业、年龄结构及工作经历进行登

记造册、分类管理，根据工作需要

和人员条件合理搭配巡察组，做

到“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确保巡

察工作高效开展。

建章立制，严格管理。为使

巡察工作开展规范有序，抚松县

委结合实际制定了《中共抚松县

委 2017 年-2021 年巡察工作规

划》，明确了开展巡察工作的总体

要求、重点任务、主要措施、成果

运用、工作机制、队伍建设等内

容；建立抚松县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工作职责、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工作职责等14项工作

制度，印制成制度汇编，形成切实

可行的巡察制度体系；围绕巡察

工作方式方法、作用发挥等内容，

编撰了翔实具体的巡察工作手

册，对巡察各阶段流程做出细致

安排，明确工作要求，细化工作任

务，压实责任、倒逼落实，实现巡

察程序、要求、步骤全程无缝对

接，形成了具有抚松特色的巡察

工作模式。

多举措夯实巡察工作基础

“引得来”

筑巢引凤，回引工作成效明显

走进珲春馨媛国际母婴月子中心，多功能厨房餐厅、

SPA房、抚触间、护理室等为产妇和新生儿提供个性化、一对

一的护理及服务，确保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宝妈和婴儿都能

得到专业照顾和舒心感受。

该公司总经理韩桂华是返乡创业工程的受益者。2000

年初，一直在外打拼的韩桂华带着积累的资金回到家乡，先

后创办了珲春市首家寄宿制学校、希望外国语学校和希望

职业技校。经过对市场的考察，2017年5月，她创办的珲春

馨媛国际母婴月子中心建成运营。

该企业的出现，填补了珲春市的行业空白，带来了科学

“坐月子”的新理念，还带动40余名下岗人员再就业，真正实

现了返乡创业带动脱贫攻坚。说起回乡后几次创业的经

历，韩桂华坦言，正是由于珲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关心

返乡创业企业，并提供贴心帮扶，才能让自己一次又一次的

圆梦。

韩桂华只是近年来珲春近5000名返乡人员中的一个。

为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发展新动力，不断催

生珲春市新的增长点，珲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返乡创业

工程，加强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将组织保障作为推进实施

返乡创业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坚强后盾，确保返乡创业人员

“引得来”。

为切实做到外出务工和返乡创业人员底数清、情况明、

数据全，珲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五次返乡创业调查

摸底，确保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以村和社区为单位建立完

整、详实的人员台账。将返乡创业工作与非公党建、农村基

层党建、脱贫攻坚有机结合，并大量吸纳返乡创业典型进入

各级党组织和各类协会。同时，通过各类媒体、基层服务、

载体活动等方式，在全市范围内营造了浓厚的返乡创业氛

围。

“留得住”

搭建平台，营造最优发展环境

环境保障是推进返乡创业工作的重要手段和必备条

件，珲春市积极营造游子返乡、人才创业的最优发展环境，

确保返乡创业人员“留得住”。

200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王海像许多“80后”一样，选择

去大城市闯荡。经过几年打拼，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要回乡

创业的他，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回到家乡珲春，走上了创业

之路。

2014年 9月，王海创办了珲春市七田阳光早教中心。

开业之初，由于很多家长对早教缺乏了解，都只是观望，但

王海没有放弃，在市委、市政府的帮助下，积极改进教学设

置、策划宣传活动，生源逐步发展扩大。经过不懈坚持，目

前早教中心拥有15名专业教师、12间专业教室、150余个会

员宝宝。

“个人的努力创业虽然很关键，但更重要的是市委、市政

府提供的扶持政策、调研指导让我更加信心满满，良好的发

展环境为我的创业奠定了牢固基础。”王海颇有感触地说。

为完善政策体系平台，珲春市研究出台了《珲春市关于

引导和鼓励外出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统筹人社、农业、商

务、税务等9个部门，收集汇总25项返乡创业优惠政策。

同时，通过人社、团委、妇联、工会等多个渠道，设立返

乡创业担保贷款资金，共为240名返乡创业人员累计发放贷

款3800余万元。积极为返乡创业人员打造技术培训平台，

选聘57名指导专家进入返乡创业专家库，对返乡创业人员

提供创业、技术等服务。

“创得成”

服务升级，让梦想在家乡实现

“北京虽好，但终究不是我的家乡，特别希望靠自己的

技术回乡创办工厂。”这是远离家乡珲春在外打工的周炳震

一直以来的心愿。

几年前，周炳震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开始了他的创

业之路——投资10万元创办了八方橱柜衣柜厂。

万事开头难，在经营经验匮乏、缺少客户资源的起步阶

段，周炳震的创业可谓举步维艰。“当时，珲春市简化政务大

厅审批流程，为我们返乡创业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并提供信

息咨询、市场开拓、领办代办等全方位服务。”周炳震说，正

是这一系列举措解决了自己的后顾之忧，让梦想在故乡绽

放。

如今的八方橱柜衣柜厂，职工已从最初4人扩大至50

人，厂房占地面积扩大到3000平方米，资金投入扩充到300

万元，拥有3个直营店，开拓珲春市内分销商达150余个，年

营业额达1500余万元。

根据返乡创业人员实际需求，珲春市将服务保障作为

推进返乡创业工作的成败关键，提供暖心又实用的高效服

务，确保返乡创业人员“创得成”。

近年来，珲春市还相继举办了“返乡创业创新活动周”

“国庆节返乡创业创新活动”“返乡创业助力脱贫攻坚启动

大会”等活动，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金融对接、技术支持、就

业信息、政策解读等多方面服务，累计服务参加人员1万余

人次，达成就业意向近千人次。

筑巢引得凤归来，游子返乡喜创业。如今，越来越多有

志创业的返乡人员在珲春这块创业热土上，挥洒着自己的

青春和汗水，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

筑 巢 引 得筑 巢 引 得筑 巢 引 得筑 巢 引 得 凤凤凤凤 归 来归 来归 来归 来
——看珲春市如何为归家游子创业引路

本报记者 李抑嫱 通讯员 曲晓慧

近年来，珲春市在乡镇、街道纷纷设立返乡创业服务站。图为服务站工作人员向返乡创业人员介绍相关政策。

昌东美 摄

本报讯（记者王子阳 通讯员郑博文 徐磊）近日，通

化边防支队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来自通化市东昌幼

儿园江南分园的小朋友们，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开展

了“小记者进警营”采访实践活动，零距离体验警营生活。

小记者们刚进警营，就听到官兵们训练的嘶喊声了，

这让他们兴奋不已，个个跑步向前。英姿飒爽的边防战

士为小记者们展示了擒敌拳、警务实战技能等多个训练

科目。接着，在勤务中队中队长万家乐的带领下，小记者

们参观了官兵宿舍，体验新式武器装备。随后，小记者们

走进支队队史馆。看着一个个锈迹斑驳的“老物件”，小

家伙们产生了浓厚兴趣，对军人职业萌生了深深的敬意

和向往。

针对小记者们的年龄特点，边防官兵为他们讲解了

如何防拐骗、独自在家如何防范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并与

他们面对面交流互动。小记者们也拿起了仿真话筒对官

兵进行模拟采访，颇有几分职业记者的模样。小记者谷

雨说：“我有一个愿望，就是长大也要像叔叔们一样，保卫

祖国，保卫家园。”

支队干事刘亮介绍说：“今天这个主题开放日活动，

旨在增强小朋友们的爱国意识，让他们了解军人的职责

使命，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将来成为祖国的

栋梁之才。”

小记者进警营
本报讯（记者王超 通讯员王丽娜）“希望党支部书记以

后能在支部建设上多投入些精力。”3月6日，在长春市双阳

区鑫夕阳温泉康复养老院党员活动室内，党支部班子成员围

绕主题，深入查摆具体问题，见人见事，辣味十足。

双阳区为规范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组织生活会、

民主评议党员工作，通过培训、指导、示范“三招儿”，坚持从

源头上把好组织生活会的各个环节步骤，确保规定动作一个

不落、有序开展。

制作流程图，分层次培训。制作简便易懂的组织生活会

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流程图及相关材料模板，对每个环节步

骤进行明确要求，确保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有章可循。分三

批次对党建指导员、乡镇（街）组织委员、非公党工委成员单

位联络员、部分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和包保企业

第一书记进行培训，使其掌握步骤、流程及相关要求。

划分责任区，分类别指导。将全区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按区域、行业划分成11个责任区和若干个责任单位，区非公

党建指导员负责面上指导，各乡镇（街）组织委员、成员单位

联络员和包保企业第一书记负责具体指导，确保每个非公企

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都有人员指导，实现全覆盖。

确定示范点，多维度提升。选择基础较好、开展党建工

作积极性较高的鑫夕阳温泉康复养老院党支部示范“打样

儿”，经党建指导员重点指导后，召开现场观摩会，组织部分

非公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人员列席观摩会议，通过情境体

验对比各自党组织会议召开情况，查找差距、弥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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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子阳 通讯员王立君）农安县地税局

党组高度重视税收执法督察自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按照相关工作部署，农安县地税局成立了专门领导

小组，先后召开党组会和领导小组会，对税收执法督察

自查工作进行具体研究，制定了工作方案，作出了详细

部署。分项目确定了责任科室和配合部门，把自查工

作任务落到实处。督察内审部门实行半月调度，及时

掌握工作进度情况并解答各部门在自查过程中遇到的

具体问题。

为了持续做好这项工作，农安县地税局于近日召开

执法督察推进会和内控工作小组扩大会，强力推进执法

督察工作不断深入。据悉，农安县地税局将执法督察自

查与内控监督平台上线密切结合，以风险为导向做好自

查，为平台上线扫清障碍、做好准备。明确责任部门的主

体责任和基层单位的具体职责，确保自查工作不走过场、

不流于形式。同时，增加耕地占用税自查项目，认真做好

耕地占用税清理检查工作。目前，自查工作已进入攻坚

阶段，该局将实行每周调度，加强督导。

农安地税推进执法督察自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业是强国富民的重要途径，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

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必然选择。

创业如同播种，有了适宜的环境，种子才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近年来，珲春市大

力开展返乡创业工作，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为归家游子创业引路。

珲春市成立了以组织、人社、农业等21个部门协同配合的返乡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研究

出台了《珲春市关于引导和鼓励外出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简化政务大厅审批流程，为返乡

创业企业开通绿色通道。截至目前，珲春市已吸引返乡人员4914人，2939人走上创业之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