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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承五四精神，充分展现边检青年官兵忠诚履职、服务
旅客的风貌，长春边防检查站各执勤业务科开展了争创“青年
文明岗”系列活动。在执勤工作中，他们始终践行“效率、亲
切、严格”的职业理念，积极为行动不便的旅客开辟优先通道，
帮助外籍旅客便捷通关，耐心解答旅客出入境相关问题。同
时做好传帮带工作，将边检服务便民的优良作风传承下去，树
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倪秋平 禚思成 摄影报道

①与航空公司职员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
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②为外籍旅客提供帮助。
③“青年文明岗”以老带新，让旅客便捷通关。

②② ③③

争创争创““青年文明岗青年文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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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月高新区: 强化科技引领 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赫明 本报记者 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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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创新在引领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砥砺前行的道路上，创新驱动

发展始终是长春净月高新区发展的核心战略，而科技创新则是

净月高新区全面创新的核心。

高点定位 全方位聚集创新要素
创新是净月高新区的灵魂。净月坚持把完善科技创新体

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摆在核心地位，着力创建创新资源密集、

创新创业活跃、创新成果大量涌现的科技引擎和创新高地。

按照国家高新区的使命和方向,净月立足区域发展实际,强

优势、补短板、筑生态,科技创新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产业发展载体不断优化。净月高新区孵化器建设从零起

步,目前，已经打造了10个省级以上科技孵化载体。全区共有各

类孵化载体23个，孵化面积27万平方米,在孵企业601户,就业

6071人。其中，9个孵化器,孵化面积21万平方米,在孵企业352

户；14个众创空间,孵化面积6万平方米,在孵企业249户。

创新创业政策推陈出新。出台了《长春净月高新区促进创

新创业若干政策》《长春净月高新区支持楼宇经济发展的若干政

策》《长春净月高新区关于进一步推动创新发展的实施办法》等

系列双创扶持政策,加大对全区双创工作的支持力度。

科技创新资源精英汇聚。净月高新区积极强化与吉林大

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联通吉林省分公司、光机所等单位的合

作。目前，已促成光机所国家02重大专项产业化、吉林大学国际

创新创业基地和互联网+产业集聚区、东师理想软件园、中国联

通互联网+应用示范基地等项目的顺利落位。

创新主体培育与科技项目招商持续发力。净月高新区目前

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户,科技小巨人企业24户。近期，又

先后洽谈了华大基因研究院、中科曙光北方云计算中心等示范

性项目100余个。长春微软创新中心、澳大利亚英可

思、互联网金融自贸区、长光众和等50余个科技含量高

的项目现已落地运营。

平台支撑 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净月高新区把创新平台建设作为集聚创新资源、

激发区域创新活力的重要支撑，全力改善区域创新创

业生态结构，打造推进创新创业的重要辐射极。

5月4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南环城路与和融路交

会处的证大立方大厦1号楼，这里是净月高新区与天津

经开区共同建设的津长双创服务中心，总面积44000平

方米，依托天津、浙江的品牌性众创运营服务机构，面

向津长（吉浙）引进科技成果和项目、培育创新创业团

队和科技小微企业的企业孵化器；引进集聚天津、杭州

等发达地区高成长、成熟型企业和平台，加快域外企业

本地化发展的企业加速器。

双创中心目前已引入阿里云创新中心和天津榴莲

咖啡众创空间两家品牌性孵化平台。榴莲咖啡众创空

间总经理助理苏晓桐介绍，通过三个月的市场调研，他们发现长

春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的城市，尤其是净月高新区，区域内有15

所高等院校，但是大部分人才都去了其它城市。针对这种现象，

他们制定了一个“人才回巢”计划，搭建一个适合于长春特点的

双创平台。

阿里云创新中心总经理姜镪介绍，现基地已成功入驻40余

家科技企业，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

业，电力装备产业，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

械产业，智能制造产业，绿色制造工程等初创科技类企业。他表

示，阿里云最初并没有在长春设立双创基地的计划，是被净月高

新区管委会的诚意和服务所感动。来到之后，感觉净月管委会

能够准确把握“双创”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为净月区营造出有

利于技术创业的富生态环境。依托阿里云的富生态体系，相信

这里未来的发展潜力非常巨大。

他表示，依托阿里云、科技、安全等资源和手段，阿里以大平

台、多模式、富生态，为企业提供基地入驻、风投面对面、开放式

培训、深度资源对接活动、大型赛事活动、创投峰会、生态赋能等

服务。通过海量数据样本、丰富训练场景，帮助创新创业企业

“无缝对接”更多资源。

强大的“双创”力量，汇聚成了累累硕果。一个个龙头企业

纷纷入驻，一个个奇思妙想变为现实，一批批战略性新兴产业不

断壮大。

整合资源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迸发活力
围绕创新创业体系建设，净月高新区抓载体、抓平台、抓资

源整合、抓项目引进培育，构建并完善双创服务体系。

依托众创大厦，运营开发区自己的孵化器，充分发挥政府的

引导、辐射、带动作用。采用先进的联合办公+重点孵化培育模

式，企业培育和就业价值不断释放。2017年末，众创大厦孵化企

业达331家，年纳税2000余万元，带动就业800余人。

引进优质双创主体，建设多层次的科技服务体系。与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对接，促进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与“首都

高校科技信息网”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

共建“产学研合作办公室”，与北京交通大学合作共建“技术转移

中心”。同时，引入国内一流创业服务机构，与清控科创、启迪孵

化、36Kr等单位建立交流互访机制。通过中关村创业大街的资

深导师对入孵企业进行辅导，以及CEO创业特训营、并购公开课

等活动，突破地域限制，形成中关村与净月两个区域项目与资本

的双向流动，快速提升了净月区的创业氛围，开辟了北京优质项

目资源导入长春的窗口。

此外，净月高新区还通过科技招商、举办创业活动等方式聚

集创新资源、活跃创业气氛，放大净月双创的品牌效应。多次赴

北京、上海、天津、成都等地开展科技招商活动，引入先进地区成

熟的政策体系和灵活的体制机制。成功推进天津“创通票”“双

创通”和成都“楼宇经济”等务实高效的政策体系落户净月。

2017年10月，净月高新区制定出台《长春净月高新区支持楼宇

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今年4月，最新修订《长春净月高新区关

于进一步推动创新发展的实施办法》，启动楼宇经济培育，打造

经济增长新引擎。

2017年，净月高新区举办第六届“净月杯”创新创业大赛。

作为一项国家级双创赛事，成功吸引全省500余家企业参赛，进

一步扩大了净月区在双创领域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见证净月生态新城加速发展，

感受高新技术产业强劲脉搏。今

日的净月，不单具有“高颜值”，

更凝聚着越来越多的智慧与活

力。一幅产业、科技、城市、生态

融合发展的城市画卷正徐徐展

开。

净月高新区津长双创服务中心

在通化县东安社区

山水华城小区，74 岁的

老人姜淑英，与 78 岁的

老伴儿十几年如一日，悉

心照料身患残疾的邻居

王世礼，不是一家人却比

一家亲，他们的事迹感动

了身边无数人，被传为佳

话。

王世礼27年前因为

工作原因造成下肢一级

残疾，长年瘫痪在床，女

儿一边读书一边照顾父

亲，父女俩相依为命。后

来女儿上了大学，王世礼

无人照顾，独自一人艰难

生活。肢体上的残疾让

他每时每刻都感受到生

活上的无助，形单影只，

心灵上的寂寞孤独也使

得他情绪极度低落。邻

居姜淑英老人看在眼里，

她决定照顾王世礼的生

活起居。

如今，姜淑英老人已

经 70 多岁了，身体状况

也大不如前，但她始终没

有放弃对王世礼的照

顾。每天买菜、做饭、打

扫卫生，就像照顾自己的

亲人一样照顾着王世礼。

王世礼由于瘫痪不

能进行适当的运动导致

身体肥胖，每次姜淑英扶

起他的时候都非常吃力，很多时候都是和老伴儿合力才能

将其搀扶起来，每次都是一身汗。即便这样，姜淑英还是鼓

励王世礼每天要坚持运动。

由于长时间卧床，加上不堪病痛煎熬，王世礼有时难免

心情烦躁，无端地发脾气。姜淑英总是很理解他，从不与他

计较。一次吃饭时，王世礼瞧了瞧面前的饭碗，把饭碗重重

地往床边一放，然后就不吃了。姜淑英马上意识到王世礼

是嫌菜不合口味，立即安慰说，今天家里事情多，没来得及

多烧菜，明天一定买些好菜。听了姜淑英的话，王世礼惭愧

地笑了，重新端起了饭碗。“生大病的人都很脆弱，就像个孩

子，需要不停地哄着。”姜淑英解释说。

王世礼一住院，更是忙坏了姜淑英。前不久，在王世礼

生病住进医院的20多天里，姜淑英家里、医院两头跑，每天

给王世礼做饭、送饭，到了医院还要给他端屎端尿擦身子，

每顿饭都用羹匙一点点往他嘴里喂。常常是早上4点多，姜

淑英跑到街上的小吃摊，买来热气腾腾的馄饨，然后把馄饨

捣成糊糊状，慢慢地喂王世礼吃。邻床的病友都以为姜淑

英是王世礼的母亲呢。

“姜淑英比我妈还疼我。”王世礼每次说到这儿都是满

眼含泪，话语哽咽。“这些年多亏了他们的细心照顾，让我感

受到了母爱一样的温暖，让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姜淑英

的恩情我真是无以回报。”

每每王世礼说起姜淑英，内心都满怀着感激之情。他

常说，如果没有老人十几年如一日的照料，他可能早已经不

在人世了。是他拖累了姜淑英一家人，让本应安度晚年的

二老还得照顾他这个与其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姜淑英老人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感染着周边的人，邻

居们深受感动，时常来帮助姜淑英老人照顾王世礼，为老人

分担一些辛苦。

姜淑英古道热肠，不求回报地帮助残疾邻居，让人们赞

颂，更让人们佩服。现在，小区里谁家有了矛盾，谁家有了

难事儿，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她，愿意找她开导开导，唠唠心

里话。不管谁求上门来，姜淑英从不拒绝。

中国有句老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其实不难解读。即

使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邻居对我们也是距离最

近的温暖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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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光宇）眼下正值农民春耕时节，国网扶余市供

电公司吕清森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

义务服务，确保农户春耕生产用电无忧。

服务队兵分成两组，一组深入田间地头，巡视周边线

路，检修维护配电设备，更换老化部件，义务检查农用设施，

全面排除影响春耕春种的用电隐患。一组走进村屯农户家

中，为留守老人和儿童讲一堂安全用电常识课。同时，所有

服务窗口简化农业用电业扩报装流程，开辟绿色通道，全方

位服务农户春耕生产。

深入村屯农家 服务春耕生产

本报讯（文亮）为做好第三届吉林市春季长跑节安全保

卫工作，5月7日，船营消防大队结合本地实际，对辖区加油

站隐患进行大排查，确保春季长跑节消防安全无事故。

在检查过程中，监督执法人员重点对加油站内的储罐

区、加油区、卸油区等部位进行了检查，详细询问了值班、防

火检查和用火用电制度落实情况，并就消防器材使用方法

随机抽查了部分员工，针对发现的问题当场进行了纠正、指

导。同时要求单位负责人认真查找自身存在的薄弱环节，

严防死守，达到消防安全“零隐患”。

“ 长 跑 节 ”前 查 隐 患

本报讯（记者李娜 通讯员相恒波 卜丽峰）5月5日早，

珲春市杨满族泡乡政府所在地——杨木林子村村民王家军

的羊圈里，有7只山羊被野生动物咬死，这已是他家羊群第

二次遇袭。两次共咬死山羊16只。

一年前，在珲春市区开饭店的崔相浩将自家近80只山

羊交给王家军夫妇看管并饲养，由崔相浩付给看管费。今

年4月1日，当时还在山林里围挡饲养的30多只羊就被野

生动物咬死9只，珲春市林业局动保科来人进行了现场勘

查。为了避免再次被野生动物咬食，王家军将羊群赶到自

家羊圈里，没想到还是被野生动物瞄上了。

事发当日凌晨3时30分许，早早起床的王家军发现羊

圈里死了几只山羊，他立即把情况告诉崔相浩。7时许，崔

相浩夫妇前来查看现场。他们发现，“凶手”逃跑时，把围挡

羊群的渔网、铁丝网两层网都给钻透了一个大窟窿。

5月5日上午10时许，珲春市林业局动保科孟斌等人

赶往现场进行照相、勘察。孟斌通过羊尸体上的咬痕、抓痕

及脚印初步断定，是一只东北豹所为。

珲春杨木林子村16只山羊被咬死

“嫌犯”已锁定为东北豹

本报5月8日讯（记者刘颖）今天下

午，“省老年大学教师进社区、进养老机

构，社区和养老机构文体骨干进大学”

双进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市南关

区九圣祠社区举行。省民政厅和省委

老干部局相关领导出席了启动仪式。

记者了解到，日前，省委老干部局

与省民政厅签署合作备忘录，发挥双方

资源优势，探索解决老年教育供需缺口

大和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提升老年人生

活品质，凝聚和发挥老同志正能量搭建

平台。

双方经过充分沟通，达成合作意

向，并依托省民政厅社区建设和养老服

务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省老年大学主阵

地作用，推动老年教育向基层延伸。

省老干部局与省民政厅携手

助力新时代老年教育
本报讯（杜岩石）近日，舒兰市公安局多警联动，通过缜

密侦查，成功将利用技术开锁手段实施入室盗窃的张某革、

张某胜、陈某涛、姚某宇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一举

破获系列入室盗窃案40余起，涉案金额10万余元，打击了

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及时消除了不良社会影响。

今年2月以来，舒兰市辖区内连续发生多起技术开锁

入室盗窃案件，给百姓生活造成危害，社会治安受到严重影

响。舒兰市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抽调警力开展侦破工

作。办案人员在走访调查的同时，调取了大量视频监控资

料，经过比对发现，一辆灰色马自达轿车多次出现在多个案

发现场周围。据此，办案民警以车找人，成功锁定了以张某

革为首的入室盗窃团伙。近日，专案组对该团伙实施抓捕

行动，张某革、张某胜、陈某涛、姚某宇等4名犯罪嫌疑人悉

数落网。

经审查明，张某革、张某胜、陈某涛、姚某宇等4名犯罪嫌

疑人均为舒兰市人，在证据面前，他们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目前，张某革、张某胜、陈某涛、姚某宇等4名犯罪嫌疑

人已被批准逮捕，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厉的法律制裁。

舒兰市公安局多警联动

破 获 系 列 入 室 盗 窃 案

本报5月8日讯（记者吴茗 马贺）
今天下午，长春市交通运输局召开全市

出租车投诉举报及违法案件处理情况

第三次通报会。会议通报了4月份出

租车投诉举报情况，包括机场投诉率较

高的企业、车辆排名，以及“五一”期间

的投诉情况；通报了4月份出租汽车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和规范经营行为的情

况，以及违规出租车立案调查情况，对

下一步出租车行业监管工作作了部署

安排。

4月份，长春市出租车投诉举报总

量呈下降趋势，有效违法投诉量1649

件较年初数据下降近三分之一，市场管

理力度和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效

果开始显现。

立案查处情况良好，4月，共查扣各

类违法违规车辆93辆，其中查扣非法营

运车辆42辆，全部立案；查扣违法违规

车辆证件51件，立案46件；当月受理投

诉1255件，含累计，本月已完结1253件。

加强和规范出租车行业管理：经多

次早中晚时段抽查30家企业，只有1家

企业服务监督电话无人接听。

投诉举报处理反馈积极。4月份，

出租处共向各企业转发投诉1482条，

要求4月底前对1-21日共1023条投诉

内容进行反馈，各企业均已进行反馈。

企业公示服务承诺及喷涂服务监

督电话情况进展较好。截至目前，已有

51家企业在各自运营车辆上粘贴了企

业服务承诺，达到全市企业车辆总数的

98%。喷涂服务监督电话情况，截至4

月底，共喷涂车辆3000余辆，已有4家

企业车辆全部喷涂完成，其他车辆预计

5月中旬全部喷涂完毕。

长春市通报出租车投诉举报及违法案件处理情况

本报讯（记者于悦 通讯员李明）为
了更好的服务居民、便利社区工作人员

入户巡查，辉南县工农社区购置了5辆

单车，集中存放在社区固定地点，为了

体现社区单车的功能，工农社区精心制

作了“社区帮办、安全巡查、卫生检查、

居民共享”等多种功能的细化标牌。

在此基础上，工作人员还将辖区内

鳏寡孤独、空巢老人、失能、半失能的弱

势群体排查摸底，建立台账，设立服务

热线，这些特殊群体需要办事时，让他

们一次不跑。

为方便居民，社区还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服务，如代交水、电、通讯费、联系

往诊、送医送药送餐、高龄补贴、低保认

证、灵活就业、残联惠民落实等，如“社

区帮办”，就是更好地落实“只跑一次”

和“一次不跑”的服务，社区工作人员可

以利用单车上门服务，将居民未完成的

事项反馈送上门，对弱势群体进行一次

不跑，完成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安全巡查”是社区网格员在深入

自己网格过程中，利用单车，可以更加

方便快捷地下到网格中开展安全巡查、

卫生检查等工作。“居民共享”是社区根

据在居民群众有比较着急办的事情时，

可以到社区借用单车，既方便了群众，

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和谐，又使社区的

单车资源利用最大化。

“共享”单车 便民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