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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9日讯（记者黄鹭）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

与正和岛创始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常务副理事长刘东华在长

春举行会谈。

景俊海指出，正和岛是国内知名的企业家社交分享平台，在

企业界具有较强影响力。当前，吉林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抢抓战略机遇，深化改革开放，

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扩大招商引资。走出振兴发展新路，需要培

育和引进更多优质企业。希望正和岛深化与吉林全面合作，组

织会员企业家走进吉林、投资吉林、推介吉林。发挥高端智库作

用，为吉林产业发展、营商环境改善建言献策。我们将大力支持

正和岛新年论坛在吉林市举办，提供优质服务保障。

刘东华表示，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吸引更多企业家到吉

林投资兴业，创新服务吉林企业模式，为吉林新一轮全面振兴

作贡献。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靖平，省政府秘书长彭永林，省直

有关部门和吉林市负责同志参加会谈。

景俊海与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举行会谈

本报8月9日讯（记者韩金祥）8月7日

至9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景浩一

行，专程到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就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及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调研。

在长白山池西区，李景浩针对长白山鑫

源牧业及明辉养鸡场禁养区养殖场搬迁情

况进行实地调研，并现场查看了池西区供热

公司非电燃煤锅炉改造情况。随后，来到因

病致贫的贫困户赵范江家询问病情，李景浩

对开发区专门拨出10万元用于赵范江治病

给予充分的肯定。李景浩还实地察看了温

室大棚扶贫产业项目地。

在池北区，李景浩先后走访了二道垃圾

堆放场、池北区污水处理厂、二道白河中下

游生态修复工程及河道整治现场。冒雨来

到海拔2600米的天池气象站实地调研，并代

表省委省政府对这里的气象工作者进行慰

问。最后，针对松花江大峡谷整治情况及

“五馆一站”拆除情况，详细了解了破除这一

难题的经验。

在随后召开的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工作

汇报会上，李景浩听取了开发区的汇报，以

及三个区和环资局、住建局、山水办的表态

发言。最后，李景浩进行了五点总结：一要

高度重视中央和我省环保督察指出的问题，

把落实好整改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二要紧盯整改问题，按时高质量完成整改任

务。三要对整改问题实施动态管理，确保长

远发展。四要进一步压实责任，打好问题整

改的攻坚战。五是要进一步落实脱贫攻坚

任务，确保最后12户22人按时脱贫，带领他

们共同奔小康。

李景浩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调研时强调

环保督察刻不容缓 脱贫攻坚常抓不懈

本报讯（记者尹雪）今年是通榆县“软环

境提升攻坚年”。通榆县委、县政府紧紧围

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民营经济发展等中

心工作，不断加大软环境整治和建设力度，

着力打造一流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服务

环境和社会环境，把通榆打造成亲商、护商、

安商、富商的宝地。

企业项目落户后，往往困难的是办理各

项手续。为了切实破解这一软环境难题，通

榆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安排机关干部几

次走出去向发达地区和周边有经验的兄弟

县市学习，获得了宝贵经验，最终通过研究

决定，重点工业项目在完成了土地审批等主

要手续后，可以边建设边办理相关手续，为

企业争取到了6个月的项目黄金建设期。

2017年以来，通榆县先后有亨通屠宰、新洋

丰大米、笨笨食品等10个工业项目受益，使

企业抓住了商机，赢得了市场。

通榆县新洋丰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就是受益公司之一。从注册到达产达效仅

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实现提前一年开工，提

前一年竣工投产。提起这样的速度，该公司

总经理赵凤东深表感动，他说：“多亏了通榆

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及开发区党工委、

管委会的悉心帮助。项目签约后，为我们专

门成立项目建设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在项目

审批、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等方面为我们提

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正是在这样良好的

营商环境当中，使公司无后顾之忧，得以迅

速发展，五井子小米、杂粮和育林粉条先后

走上省内外市场，切实解决了农户农产品销

售难问题，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和农户收

入，有力助推了脱贫攻坚。

服务是软环境建设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通榆县坚持把“放管服”改革作为服务

市场主体扩规模、强内涵的重要工作来

抓。全面梳理优化登记注册流程，及时对

登记注册窗口作出调整，全面做好监测服

务和加强大厅监管工作等一系列便民利

民改革举措，大大提升了服务质量，激发

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热潮。2015年10

月以来，审批窗口共办理企业营业执照

1569份。

不动产证是关系到千家万户。2018年3

月，通榆县软环境建设办公室与不动产登记

中心通过认真研究，确定在政务服务中心不

动产受理窗口的旁边，设立一个“绿色通道”

窗口。“绿色通道”创立了“提前告知，预约先

办，限时快办，主动协办，跟踪督办”的服务

方式。所有程序均在“绿色通道”窗口进行，

只要符合适用条件且手续齐全，即刻拿证，

真正实现“只跑一次”。

提供保姆式服务 开设绿色通道
通榆县软环境建设成为县域经济增长“助推器”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王忠先 裴虹荐 通讯员魏强）走进柳

河县凉水河子镇姚大房村“湿地公园”，复古凉亭、人行甬道、实

木长廊交相环绕，自成一景。“这里就是村子新建的污水治理项

目。”年过六旬的居民方金海骄傲地介绍说，“第一个净化池栽的

芦苇和蒲草，第二个池子栽的荷花。通过这个净化池之后，遍地

的污水没了。大伙吃完饭就上这儿来，搞搞娱乐，扭扭秧歌，心

情舒畅了，感觉换一个村一样。”

生活废水处理难在乡村普遍存在，曾经姚大房村的污水也

是肆意横流，最终排放到凉水河中，不但严重污染水质，影响下

游河道，更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柳河县凉水河子镇姚大房村积极

进行生活污水综合治理，去年9月份，该镇投资47万元，建成了

3300平方米的一个沉淀池，一个污水处理池。完工之后，污水

直接进沉淀池，进行分解沉淀，生物处理得到净化后，再排入河

流，村容村貌得到了极大改善。水更清，家更美，百姓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也不断增强。

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提升百姓的生活环境，凉水河子镇积

极解决生活污水排放“出口”问题的同时，还着力在百姓饮用水

的“入口”安全上下功夫，新建了500平方米的封闭式垃圾收集

池，彻底解决垃圾随意堆放问题，保护水源地。

近年来，凉水河子镇姚大房村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注重

引导村民参与到“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创建活动中来，下大力气

整治家禽乱养、乱放等不文明现象，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观。该

镇党委书记王华民介绍说，截至目前，凉水河子镇已经有两个村

建了这种污水综合治理项目。下一步，生活污水综合治理项目将

在全镇范围内陆续开展。

柳河县凉水河子镇姚大房村——

生活污水综合治理让水更清家更美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魏
强）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第三批省

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长春市、

吉林市、通化市、松原市期间，通过受

理群众信访举报、谈话问询、下沉督

察等方式，发现了多起生态环境问

题。其中，三起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长春市金宝特生物化工有限公

司原料泄漏污染土壤问题。该公司

在厂区等3处地点长期露天堆放约5

万桶树脂醇C原料，部分原料桶破损

泄漏，污染土壤。今年6月，长春市

环保局要求该企业于9月30日前将

原料桶搬迁至符合存储标准的地点，

搬迁中妥善处置，避免破损原料桶造

成土壤污染。目前已搬迁近2万桶，

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将随即展开。

长春市北郊污泥处置厂超负荷

运行问题。该企业通过生产有机肥

方式，处置长春市北郊等9家污水处

理厂产生的污泥，平均每天处置污泥

约900吨，已严重超负荷运行。由于

所生产的有机肥目前无销售渠道，在

厂内大量堆积，并伴有恶臭气味，该

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也将给污水处理

厂的稳定运行带来隐患。

松花湖库区内私自筑坝圈湖问

题。督察组现场检查发现吉林市丰满

区旺起镇松花湖周边共涉及4处类似

问题。据测量，青背套子水库面积约

15.4公顷,坝长约360米；青背套子下

游水库面积约2.3公顷，坝长约235

米；狄家沟水库面积约2.8公顷，坝长

约150米；梨树套子水库面积约53公

顷，坝长约600米。四座水库均位于

松花湖库区内，非法私自建坝圈湖养

渔,阻碍松花湖连通，影响蓄水,对松

花湖水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当

地群众反映强烈。

督察组已将上述问题移交当地

政府，要求抓紧整改，解决生态环境

问题。

第三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三起典型问题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吕
俊）按照生态环境部的要求，本着“监

测为民，服务公众”原则，我省水污染

防治工作奋力攻坚，扎实稳步推进水

质自动站建设工作。目前，国家要求

的41个新建水站已经全面完成站房

建设、设备安装调试、与国家联网等

工作。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是全面

快速测定水体环境质量、反映污染

状况、及时预警潜在环境风险的重

要基础，是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重要支撑。在水质自动监测站建

设上，我省始终坚持建设高标准，

同时赋予水站丰富的文化内涵，综

合考虑环保宣传、历史人文、民俗

文化等元素，努力把水站打造成生

态环境监测知识的宣传平台和各具

特色的精品水站。

据悉，我省正在积极推进 71个

省控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

设。各地按照水站建设的要求，将此

项工作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

能力建设的具体举措和重点任务，吉

林、辽源、通化、白山、延边州、梅河口

等地制定下发了水站建设实施方案，

建立绿色审批通道，加快推进省控断

面水站建设工作。

目前，已经有 54个省控地表水

水质自动监测站完成站房主体建设，

四平、辽源、通化、白山、松原、长白山

管委会和梅河口等地已经完成站房

建设，进展最快；吉林、延边州已基本

完成站房建设，进展较快；长春、公主

岭站房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白城、珲

春进展相对缓慢。记者在省环保厅

获悉，省控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建

设任务计划8月底全面完成。

监测为民 服务公众

我省全面完成国家地表水水质监测自动站建设任务

本报讯（记者王丹）上半年我省积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转移就业与返乡创业

同步推进，完善各项政策，强化指导服务成

效明显。全省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83.13万人，完成年计划的95.8%。其中，省

内就地就近就业129.8万人，占转移就业总

数的33.7%，省外输出152万人，占转移就业

总数的39.7%。全省转移就业实现工资性总

收入355.59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净增5.4

亿元。累计培育劳务经纪人6356人，完成年

计划的97.7%。

培育农技工品牌，提高农村劳动力供给

质量。深入实施农民工向农技工转型服务

计划，以农村新成长劳动力为重点，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开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培

训。上半年，全省开展农民工向农技工转型

培训1.51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58.2%。同

时，突出地域特色和资源优势，采取“一县一

品”“一县多品”等措施，扩大劳务品牌影响

力，打造“吉林农技工”品牌群体。培育吉林

市“江城育婴师”、前郭“国际海员”、九台波

泥河“苗木园艺工”、敦化“敖东巧手”、榆树

“棚菜园艺工”、白城“博艺柳编工”等18个新

的农技工品牌。

完善政策举措，推动返乡创业工作深入

发展。深化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基地建

设和返乡创业示范县创建工作，积极推动四

平市及所属县区建立返乡创业联盟创新试

点，积极落实返乡创业扶持资金，截至6月

末，全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累计达到

8.2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4.1%，比去年底增

加0.5个百分点。建设省级农民工等人员返

乡创业基地20个，完成年计划的66.7%。组

织13个县（市、区）开展返乡创业示范县创建

工作。组织返乡创业培训3222人，培育创业

带头人1561人，均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加强基层平台建设，提升农村劳动力就

业创业服务水平。在全省行政村组织“农村

半小时就业服务圈”平台建设工作，为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指导

服务。上半年，全省已累计建设“农村半小

时就业服务圈”基层服务平台3609个，占应

建总数的58.8%。结合新形势下农村常住人

口及劳动力资源新变化，5月份，采取调查人

员进村入户、逐人审核的方式，对全省16个

县（市、区）的32个乡（镇）、96个行政村的常

住人口、劳动力资源、转移就业、返乡创业等

35项指标进行抽样调查分析。

助力脱贫攻坚，拓宽贫困劳动力就业渠

道。制定扶持政策，组织各地创建就业扶贫车

间，开发特定公益性岗位，吸纳贫困劳动力就

地就近就业。上半年，举办贫困劳动力专场招

聘会和送岗下乡活动404场，确定国家级就业

扶贫基地29个，安置贫困劳动力417人，确定

就业扶贫车间18个，安置贫困劳动力199人，

技能培训贫困劳动力2090人。全省共有1.9

万名贫困劳动力实现了转移就业，占有转移就

业需求贫困劳动力总数的69%。

上半年全省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83万人

从严治警 从优待警
本报讯（刘爽 伊少军）年初以来，公主

岭监狱在“从严治警、从优待警、暖心惠警”

上下真功夫，在机关纪律作风、监管安全、生

产消防安全、“6S”管理、生活卫生等方面从

严要求，加强管理、严格落实各项制度，提升

民警的服务能力，建立三级警务督察机制，

使监区民警真正理解，严管就是厚爱，也是

最好的从优待警。

落实“两个责任”推进廉政建设
本报讯（王坤）通榆县边昭镇为全面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认真履行纪检监

督责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放在

工作大局中定位，与各项工作同部署、同检

查、同考核、同落实。通过修订完善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考核办法及标准，突出责任重

点，实现了基层履行“两个责任”情况报告全

覆盖的联动工作机制。

规范审计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本报讯（刘志明）今年以来，前郭县审计

局从源头狠抓审计质量，认真把好审计实施

方案编制工作关口，为确保审计质量打下了

良好基础。他们充分做好编制审计实施方

案前的准备工作，规范审计实施方案内容，

实行审计实施方案审核制度。目前，该局对

多个预算执行审计项目的实施方案进行了

审核，提出了相关的修改意见，各审计组对

实施方案进行了及时修正，审计实施方案编

制工作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本报8月9日讯（记者孙寰宇 实习生孙静歆）今天，省政府

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全面推进“只

跑一次”改革工作情况进行新闻发布。

新闻发言人、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张立民介绍，今年3月

以来，按照省政府相关要求，该局高度重视、狠抓落实，成立了领

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根据权利清单，梳理确定了该局18项涵

盖所有为群众和企业服务的公共服务事项清单。

去年，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开始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吉林

省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与管理平台”，今年按照《政务服务“只跑一

次”工作规范》又对平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实现了全部公共服务

事项的网上办理，并于7月底正式上线运行。

此次“只跑一次”改革工作中，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着力解决

办事程序繁琐、周期较长等问题，努力实现优化办事流程、简化

办理要求、压缩办事时间。经过优化，该局18项公共服务事项

从8项跑1次、9项跑2次、1项跑3次，优化为3项跑1次、15项一

次不用跑，完全实现网上办理；减少证明材料10余项；压缩办事

时间近三分之一，有的项目只给局领导留出半天的审核时间，实

实在在为群众和企业办事提效减负。此外，要求窗口工作人员

认真负责、热情服务，让办事群众得到足不出户可办事、上门办

事更热情的良好体验。

优化流程 简化要求 压缩时间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只跑一次”改革成效显著

本报8月9日讯（记者代黎黎 实习生金泽南）今天，记者从

2018中国图们江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旅游节将

于8月24日开幕，为期5天。届时，将有20项精彩活动闪亮登

场，尽展延边旅游的魅力和风采。

据了解，本届图们江文化旅游节以“生命之江、希望之门”为

主题，由图们市图们江文化发展促进会主办，北京感觉智慧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旨在不断深入挖掘图们江文化内涵，大力传

承和弘扬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打造知名度高、影响深远的民族

文化旅游节庆品牌。

作为第五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图们市系列活动的主要内

容，本届图们江文化旅游节将在5天时间里相继举行盛大开闭

幕式、第八届图们江文化论坛、经贸洽谈会、图们江斗牛节、非遗

展示、图们市改革开放40周年音乐会等仪式、演出、展示、体验、

品牌五大类20项活动，可谓亮点纷呈，精彩多多。

2018中国图们江文化旅游节将于8月24日开幕

为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丰富城乡居民菜篮子，省委、省政

府把棚膜经济作为农业农村经济的战略新兴产业，逐步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先后实施百万亩棚膜蔬菜建设工程、蔬菜产业提升

工程，2017年，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棚膜经济促进农

民增收的实施意见》，省级扶持资金额度相当于过去9年投入的

总和，新建棚室31.8万亩，总规模达到146万亩，带动农民人均

增收196元。在近年的生产实践中，各地探索出区域特色鲜明、

差异化发展的不同模式。

日光温室，一般情况在不低于-20℃的条件下，不用加温可以正

常生产，是开展冬春蔬菜生产的主要保护性设施，非常适宜我省周年

蔬菜生产。目前，我省可周年生产的日光温室类型主要有4种。

高效节能日光温室，无耗能、零排放，即使冬季在室外-30℃

左右极寒天气也可生产叶菜、果菜及部分瓜果，实现一年四季不

间断生产。这种温室的经济效益较高。每栋温室长75米，宽9

米，高4.8米，室内面积约1亩，高配置的总造价需25万元，相当

于每平方米造价375元。

砖+苯板式日光温室，三面墙体均为三七砖墙，墙外加挂

100mm苯板，钢管骨架，温室脊高4米，后墙高3米，温室跨度9米，

长度一般在50-100米。在白城市的洮北区，这样长50米的温室，

面积450平方米，建造需要8万元左右，一年可生产两茬果菜。

土堆式日光温室，三面墙体都是用大量的土直接堆积而成，每

面墙的土体底宽6米，顶宽1.8-2米，墙体高3米。以梨树县喇嘛

店镇王家园子村的盛园蔬菜种植合作社为例，每栋温室长196米，

宽8.5米，高4.6米，棚内面积约1700平方米，投资19万元，折合每

平方米112元，成本造价较低，经济适用，性价比较高，可以实现当

年建设，当年生产，当年见效。这种温室一年可生产两茬果菜。

简易日光温室，主要以我省西部地区生产雪寒韭菜的土堆

竹木简易温室为代表。土堆竹木简易温室，长100米，宽7米，脊

高1.8米，每栋室内面积700平方米，建设成本4.5万元，每平方

米造价为65元，冬天生产不需要加温，用草帘覆盖保温。一年

可生产雪寒韭菜两茬。

标准化塑料大棚是我省早春晚秋蔬菜生产的另一种主要保

护性设施。大棚建造属钢架

结构，一般宽 12.5 米，高 4

米，长100米左右。建设成本

约6万元，棚内面积1250平

方米。一年可生产两茬菜。

我省农业农村新技术新模式之——

设 施 园 艺 模 式
本报记者 闫虹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