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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全民参与 重要线索 予以奖励
全省扫黑除恶举报电话：0431-12389，0431-82097213

举报地址：长春市工农大路605号吉林省公安厅扫黑办。

本报讯(记者纪洋)日前，由省委宣传

部、省教育厅、省文明办、团省委、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主办，吉林省中小学德育工作

办公室、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吉林省朗

诵艺术学会、吉林教育广播 FM96.3、吉林

教育电视台承办的全省首届青少年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大赛在全省启

动。本次诵读大赛以“诵读优秀经典 传

承中华文化”为主题，面向全省 250 万中

小学生开展，旨在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立德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加深广

大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通过经典

诵读引导青少年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大赛分初赛（海选）、赛区决赛、总决

赛和展演四个阶段，共13个赛区，历时4个

月，颁奖典礼暨大型展演活动将于9月下旬

举行。参赛选手可以通过当地教育系统报

名，也可以通过吉林教育广播FM96.3微信

公众平台“963梦想工厂”报名参与。大赛

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每个组别设

单人组、多人组和群诵组。比赛要求参赛

作品积极向上，倡导正能量、进取心和奋斗

精神，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教

育部中小学课程标准推荐的古诗文篇目和

我省自主开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

诵读》读本中选取，力求通过引导诵读，在

全省青少年中进一步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为增强大赛传播力和影响力，比赛举

办过程中还将同步开展一系列行进式活

动。吉林教育广播将举办“优秀选手电台

风采展示”，组织诵读专家和教师在《我们

爱国学》《才艺新生代》两档栏目中对参赛

选手进行点评指导。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等单位将组织优秀选手在长春市辖区的

实体书店开展3至5场落地活动。省全民

阅读协会、省朗诵艺术学会将举办诵读大

赛导师训练营，对参赛选手的辅导教师进

行业务培训。有关单位还将组织大赛领

读志愿者到基层学校特别是贫困学校开

展专业辅导，赠送全民阅读民生读本，组

织城乡学校结成一对一诵读联盟，在线建

立结对诵读群，交流心得体会。

诵读优秀经典 传承中华文化
我省首届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大赛启动

这里有全省首家村级博物馆；

这里是中国著名朝鲜族爱国主义诗人

尹东柱的出生地；

这里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朝鲜族聚

居村，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这里就是龙井市智新镇明东村。2016

年1月，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局党办副主

任韩宝宁受省交通运输厅委派到这里任职

“第一书记”。

到村后，语言沟通不畅、生活习俗不

适应、居住条件差强人意等诸多困难，都

没有让韩宝宁停下脚步，他把全部精力

投入到发展村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改变落后环境面貌、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之中。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韩宝宁在村里租

了一间房屋，每天自己烧火取暖、做饭。冬

天村里买不到蔬菜，他就用村民送来的咸

菜、大酱下饭，方便面几乎成为他的主食。

工作忙的时候经常到后半夜才睡觉，连续

两三个月不能回长春与家人团聚。

针对明东村的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资

源优势，韩宝宁用心研究脱贫致富思路，集

思广益制定出明东村《旅游发展规划》《贫

困户脱贫致富计划》《村级制度建设汇编》

《村级党建工作规划》等短期、中长期发展

规划，他提出的“生态立村、特色兴村、旅游

富村”的发展路径也非常符合村情和村民

需求。

为了尽快落实各项规划，韩宝宁多次

到省州有关部门跑项目，争取资金。得到

省交通运输厅的大力支持，先后为明东村

投入1340万元，建起2500平方米的村旅游

停车场、硬化10条村水泥道13.3公里、铺

设中心屯2.6公里沥青路。随后，新村部顺

利搬迁，成立了旅游接待中心，新建了休闲

文化广场，并逐步打造了明东村朝鲜族思

源地、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和亮点文化墙，建

成全省首家村级博物馆，为发展红色旅游

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明东村充分发挥尹东柱的名人

效应，大力推进名人故居游，开发建设尹东

柱主题公园，并借此开发农家乐乡村旅游、

绿色蔬菜采摘日光温室大棚、朝鲜族特色

餐饮等项目，让贫困户结合自身实际选择

就业岗位，推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韩宝宁告诉记者，随着条件的不断完

善，明东村将在开发休闲度假、农业观光、

民俗体验、康养服务等不同类型的乡村旅

游项目上不断做出新的探索，让绿色生态

旅游和红色旅游的结合，助力明东村振兴。

几年来，经过韩宝宁的积极协调推动，

投资100万的养牛项目、投资50万的好米

酒厂项目已经落地收益，220万的日光蔬

菜大棚项目、300万光伏发电项目已正式

启动……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看到村

民的日子越过越好，他说自己做的这一切

都值得。

韩宝宁笑着说：“欢迎来到明东村做

客，尤其是要来尝尝我们这里采用朝鲜族

传统的制造工艺生产的米酒，经过纯天然

发酵自酿，富含多种氨基酸、活性酵母菌

体、乳酸和赖氨酸，有营养，酸甜爽口，非

常好喝！”

“欢迎来明东村做客”
本报记者 李抑嫱

本报讯（李洪泉 朱传娟 于秀成）今

年，白山市江源区重点项目建设早开工、

早投产，呈现出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的显

著特点，一批投资规模较大、质量较好的

重点项目如期开工、顺利建设，部分项目

投产运行。

今年，全区规划实施 3000 万元以上

项目 62 个，总投资达到 204.36 亿元，其

中，新建项目 22个，续建项目 19个，重点

储备项目 21 个。目前已开复工项目 18

个，其中 5个项目已投产或投入运行，并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尽早开工，尽早建成投

产。

集中各方力量，调动各方要素力推项

目建设。实施项目攻坚年活动，就项目前

期谋划、项目开工、项目竣工、项目融资、

征地拆迁、招商履约等六方面进行攻坚；

建立项目包保、工作台账、联席会议、信

息报送、项目投诉、督查通报六大机制；

按照项目前期保障攻坚、项目建设进度

攻坚、项目投产达效成果攻坚三个步骤

强力推进；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确定

重点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责推进项

目建设。

全力推动百万吨焦化项目，区委书

记、区长、包保副区长多次协调农开行、市

政府、农发行等机构，协调资金支持，确保

项目建设目标落到实处，于4月末成功开

工，年内一条生产线投入运行，同时与之

配套的总投资4.5亿元的LNG项目也紧密

跟进，争取年内开工。总投资近10亿元的

富德麦矿泉水项目建成后一直处于半停

产状态，区委在年初将其列入盘活存量项

目中强力推动，区委书记亲自邀请其总部

老总及各负责人赴江源区共商推进，双方

设定节点就产品销售、融资等各项问题一

一攻坚，目前，企业融资初步解决，有效提

升了项目落地。

将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作为项目接

续发展的永动机，立足域内资源禀赋和特

色产业发展实际，按照“传统产业做优、接

续产业做大、特色产业做强”的思路，紧抓

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利机遇，紧盯

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重点支持领域，着力

在人参医药保健、绿色食品深加工、传统

产业精深加工、“互联网+”、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谋划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谋

划3000万元以上项目100个以上。

白山市江源区大力推进项目建设
年内实施3000万元以上项目62个,总投资204.36亿元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 通讯员梁
浩）今年以来，梅河口市坚持融合互

促、同建共享的工作思路，着力破解非

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难题，通过强

化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为其注入了

“红色基因”。

“学习+宣传”营造氛围。立足非

公企业和社会组织行业特点，准确把

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关键点，制定

学习计划，引导学习政策法规和业务

知识。积极探索学习方式，利用“梅河

口党建”等新型媒介，推送党建动态消

息652条。依托“新时代e支部”，开展

党员积分制管理和党支部标准化规范

化创新，组织开展业务培训23场次，确

保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员入驻，发

挥作用。

“联盟+共建”凝聚合力。以“党建

联盟”微信群为依托，引导非公企业和

社会组织与村、社区、国企、机关等基

层党组织，跨组织、跨区域、跨行业开

展结对共建，联合开展“走项目、强信

念、作表率、促发展”“党企共建、助推

发展”“关爱老人、弘扬新风”等系列活

动，实现了党组织战斗力的有效凝聚，

激发了全市基层党建活力。

“党建+脱贫”取得实效。非公企业

和社会组织采取“非公企业+党支部+农

户”的模式，做大做强木耳、香菇、火龙

果等产业，目前参与非公企业达到了48

家，覆盖全市19个乡镇112个村，直接

和间接带动1100个贫困户增收。今年

4月，梅河口市燃气有限公司党支部与

双兴镇党委扶贫造血工程启动，每年投

入100万元援建资金，产生效益全部用

于贫困户生产生活，实现了脱贫攻坚由

“输血”向“造血”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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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毕玮琳 李婷 通讯
员陈梦昕）记者在磐石农村采访看

到，很多村屯农户大门外都摆着一只

保洁箱，村民随手把生活垃圾扔进箱

内。市农业局负责人告诉我们，目

前，磐石市农村共设4万多个这样的

保洁箱，覆盖率达70%，有效解决了农

村卫生环境脏乱差的难题。

一是以市区为中心，运距在50

公里以内的，采取“收、运、处”城乡一

体化公司运作模式。此模式处理主

要以乡镇和道路交通便利的村屯为

主。“收”，村屯按照每两户配备一个

保洁箱，垃圾由农户放到箱中，箱满

后，由清运公司利用小车统一运到村

屯垃圾收集处；“运”，村屯垃圾收集

处设地埋式环保垃圾桶，垃圾装满后

再由清运公司运输车辆统一运送到

垃圾处理厂；“处”，市区建垃圾焚烧

发电厂，农村垃圾运送到此后，统一

处理。全市农村有300个地埋式垃

圾桶，近千名保洁人员，年底前可实

现50公里以内村屯、河道垃圾清运

项目全覆盖。

二是运距在50公里以上的，采

取“就地收集、就地处理”的模式。这

种模式主要以2000个农村人口为单

元，分布建立垃圾处理站，日处理垃

圾两吨左右。由清运公司负责将各

户、公共场所和河道垃圾收集运输到

垃圾处理站，再由处理站用小型磁脉

冲矿化生活垃圾处理器进行无害化

处理。每个垃圾处理站总投资40万

元左右，力争明年底实现全覆盖。

两大垃圾处理模式成效显著，磐

石村镇面貌大大改善。在明城镇下

辖村屯长期居住的翟大娘高兴地告

诉记者，每天看到村里干净整洁的环

境心情特别好，大家都很珍惜和爱护

现在的好环境，他们都自发打扫门前

卫生，在家门口搞绿化，为村里的环境

整治出一份力。

磐石两种模式处理农村垃圾
设4万多个保洁箱 农村覆盖率达70%

推进“只跑一次”改革

本报讯（记者程光）近日，松原市

召开软环境建设暨“只跑一次”改革

推进会议，安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全市软环境建设重点工作，全面

落实“只跑一次”改革各项任务。

举办环保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于畅）近日，吉林康

润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携手长春经

开区工商局，在中东大市场举办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保公益宣

传活动，现场宣读环保倡议书，讲解塑

料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等知识。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本报讯（倪艳春）为加强自身建

设，提高廉政勤政责任意识，前郭县

审计局日前对廉政建设工作进行了

重点安排部署，并结合审计工作实

际，由局党组与中层以上干部签订了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将廉政建设

目标责任制落实到位、责任到人。

四平街市纪念碑重立

本报讯（隽成军 记者李萱）6月1

日，梨树县举行四平街市纪念碑重立揭

幕仪式。此碑为纪念1921年5月13日

梨树县知事尹寿松开埠铁东区所立。

人人上讲坛

本报讯（韩明霞）从今年4月2日

起，集安市纪委市监委在委局机关开

展“廉政讲坛”活动，采取“人人上讲

坛，个个当老师”的轮流授课方式，并

穿插大讨论、现场问答等多种形式，

以确保“廉政讲坛”活动取得实效。

中国语言文学是中华民族漫长历史岁月孕育的瑰宝。

为了响应秉承中华文化基因的号召，为了进一步增强青少

年学子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帮助青少年学子掌握写作

要领、提高写作技巧，三维语文教育与吉林日报社联合行动，将

于今年暑假推出“追梦少年”高效作文夏令营活动。

习总书记曾经指出：青年要为中国梦而奋斗，在奋斗过程

中，每一个奋斗者都是追梦者。逐时代新梦，做有志少年。追梦

少年，珍惜时光，“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才能更好地为国争光、

为民造福。

为此，夏令营筹备组邀请国内知名作家、学者和教师，精心

研究设计了注重规律性、引领性、原创性的夏令营高效作文课

程，帮助中学生提高快速成文能力与写作水平，助力中学生实现

个人发展与国家复兴的远大志向。

如果你是一名热爱生活、热爱母语、喜欢写作、勇敢追梦的

中学生，欢迎你报名参加“追梦少年”高效作文夏令营！

在这里，你将为自己的收获感到欣喜和自豪——

（1）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名家名师的美文速构秘宝分享。

（2）精彩的点评和指导——名家名师的现场下水写作交流。

（3）温暖的友谊和回忆——营员趣味拓展活动。

（4）珍贵的足迹和成果——优秀作品获奖证书，特等奖、一

等奖作品将在《吉林日报》《中学生博览》《作文与考试》《智慧少

年》等省市级报刊发表。

（5）专业的作文辅导——学员可免费获得三维语文教育线

上作文课程，课时包括一次作文讲解与三次作文评改。

夏令营时间：7月16日—7月28日，每期6天。

地点：吉林省长春市（度假村）。

报名方法：

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详细内

容，并发送一篇本人优秀习作至电

子邮箱：dayuwen_@21cn.com。习作

请注明学校、年级、姓名、联系方式

等信息。夏令营按照初高中组别择

优录取。学校报名请电话联系。

联系电话：

010-53398139 谢老师

13522269255 安老师

“追梦少年”高效作文夏令营

招 生 启 事
——三维语文教育、吉林日报社联合行动

本报讯(伊海龙)近年来，公主岭市把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战略

位置，注重环境治理与产业项目相融合，不

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创新，变“保护环

境”为“美丽环境”，稳步推进环境保护各项

工作。

创新管理模式，整治城市环境。按照

“全覆盖、无缝隙、零盲区”的要求，合理调整

环卫岗位，更新升级清扫工具，千方百计提

高劳动效率。实施弃管小区包保责任制，全

市111个部门、单位，包保417个弃管小区

(弃管楼)，由“弃管”变“专管”。引进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由公主岭德联生物质能源有限

公司施工建设，总投资达40386.75万元(一

期投资23046.20万元)，总规模为800吨/

日。一期建设处理规模400吨/日，年处理垃

圾14.6万吨，计划今年8月开始系统调试。

落实河长制，全面启动“清河行动”。对

东辽河流域20个乡镇街道40条河流进行了

清理整治。共出动21850人(次)，447车

(次)，清运垃圾1780立方米。启动内河生态

环境保护治理项目，总投资约10.72亿元，采

用PPP模式建设，项目包括内河景观、岭西公

园景观工程、截污工程、引水工程等。开展

涉河水利权属地和承包地调查测算，沿岸禁

种区总面积约4290亩。重拳打击辽河采砂

和违建桥梁问题，截至4月8日，东辽河河道

内无一条采砂船只，无一处砂堆堆积。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今年，市财

政已经拨付各乡镇480万元作为人居环境

整治启动资金，5月 25日又拨付1395万

元，后期还将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确保涉

农项目优先向重点村倾斜、涉农资金优先

用于重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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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隋二龙 通讯员 姜丽丽）今年以来，东辽县不

断探索健康扶贫新模式、新方法，居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

提高，全县健康扶贫工作步伐稳步推进。

举办全县卫生计生系统健康扶贫培训。邀请省、市、县各级业

务专家对全国健康扶贫动态管理系统、健康扶贫督查情况、慢病防

治知识开展专题讲座。17家乡镇卫生院医护工作者、13个乡镇计

生站站长、234个行政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共计400余人参与培训。

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不断提高新农合

与大病保险保障水平，全面实施农村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费制

度，组织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

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三个一批”行动计划，建立“一人一

策”，实施分类救治，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今年1—4月共补

偿贫困人口1325人次，有187人享受到了先诊疗后付费政策。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7885人，其中现管患病人员2946人，开展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7446人，全部建立了“一人一策”，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率100%。

助力脱贫攻坚

东辽县健康扶贫稳步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