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24日，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郜家村

村民孙艳早早起来把各种年货收拾妥当，

放进仓库。即将到来的春节，对孙艳来说

是个“大年”。“这日子好喽，我们全家20多

口子人，要趁着过年好好聚聚。”50多岁的

孙艳笑得像个孩子。

新杀的年猪、月亮泡的鱼、德乐牌鲜食

玉米、网购的海鲜和干果……孙艳把备好

的年货一一记在本上。6点30分，孙艳准

时走进一个大院，大院门前的牌子上赫然

写着：“吉林省恒通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2014年，正是因为这家农业公司

落户村里，孙艳的日子才开始发生改变。

“我们把土地入股了，一年保底给我们

8000元，去年土地分红大约2000元左右。”

不需要种地的孙艳，成为公司生产部的一

员，每月工资2000元。“加上我家老头子在

城里打工挣的钱，一年收入10万元不成问

题。”孙艳说。温室里，生产部正干得热火

朝天。班长边记录，边大声吆喝：“400箱

菜，8点之前全部运走，等级一定分清楚。”

“1棚的西红柿从第3垄开始摘，2棚的黄

瓜、3棚的叶菜马上装箱……”对讲机里传

来工长的声音。孙艳本就是实在人，此刻

她更不敢怠慢，小心翼翼地挑拣熟透的西

红柿。她的一举一动，不仅工长可以在办

公室看到，公司1000多会员都可以通过手

机看得一清二楚。

在花室展厅里，村民史树宝正打理着

一盆盆“火鹤”。春节临近，鲜花的订单

越来越多，史树宝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

乎。角落里，史树宝预留了两盆花形不

错的“火鹤”。家里的年货都办置齐全

了，今年儿子回来，窗台摆两盆真花，添

添喜气。史树宝的日子这几年也红火起

来，种地实现了机械化，1公顷的土地一

个人种根本不费事儿，农闲时，再到“恒

通农业”打个零工，一个月能挣 3000 多

元。“日子好了，这年过得才有劲儿。”“这

过年啊，听说村里边除了有秧歌，还有好

多活动呢，以前我们就是看看热闹，今

年，我和老伴说了，没事儿我们也去扭两

下……”温室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过

年的话题越唠越热闹。

此时，徐丽辉带着两位客人走进温

室。大家停止了话题，脸上依旧带着笑。

正是这位看起来朴实又普通的董事长，带

着大家过上了好日子。“恒通农业”的大棚

园区不仅为周边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成

立于 2017 年的合作社，还通过“公司+园

区+农户”的经营方式，开展蔬菜、花卉、苗

木标准化种植销售，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示

范推广，农业科技培训、咨询服务等业务，

建立稳固的销售渠道，引导农民走规模化、

集约化经营之路，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

体，带动周边农户80多户，共实现农户增

收约240万元。

“乡村振兴，产业必须振兴。产业振兴

了，农民的腰包才能鼓起来……”徐丽辉在

温室里转了一圈，便提着行李箱匆匆离开

了。这天下午，她要赶到长春，参加全省的

会议。作为省人大代表，她从“地头”走向

“礼堂”，心里装着的是农民想富的心愿和

农民如何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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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毕玮琳 李婷 裴虹荐 张添
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把“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体现到

具体行动上，1月23日，吉林、通化和长白山保

护开发区分别召开了2018年度市委常委班子

和党工委民主生活会，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

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副书记高广滨，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靖平，省委常委、宣传部

长王晓萍分别参加了吉林市、通化市和长白山

开发区的会议，并进行了指导。

高广滨在参加吉林市委常委班子民主

生活会时指出，这次会议准备充分，会风严

肃、坦诚务实，开出了质量效果，达到了预期

目的。今后要以这次民主生活会为起点，进

一步把市委班子建设好。要强化廉洁自律、

身体力行，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

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实施好乡村振兴

战略，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脱

贫攻坚，落实“两个责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为新时代吉林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通化市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上，在大

家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吴靖平指出，通

化市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会前准备充足，

认识体会深、民主氛围浓、查摆问题严、整改

措施实，达到了预期效果。要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更加坚决的态度

做到“两个维护”，对党绝对忠诚；要以更加担

当作为的精神，推动通化绿色转型全面振兴

发展；要以更加坚韧的政治定力，持续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要以更加有力的行动，涵养“严

实深细”的务实作风攻坚克难，精准发力，向

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长白山开发区召开的党工委民主生

活会上，王晓萍指出，本次会议主题突出鲜

明、学习研讨扎实深入、准备工作认真充分、

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健康、整改措施着实管

用，达到了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凝聚

力量的目的。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把民

主集中制落到实处，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向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将“四个意识”“两个维护”落到实处
高广滨吴靖平王晓萍分别出席指导吉林通化市委常委班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民主生活会

本报 1 月 24 日讯（记者缪友银）今

天，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

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

作。省委副书记高广滨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晓萍，省委常委、组

织部长王凯，副省长安立佳出席会议。

高广滨指出，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

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统领教育工作，全面落实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使教育领域始终成为坚

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

高广滨强调，要充分发挥领导小组

作用，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

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大局，突出抓

好学校党的建设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加强教育领域重大问题研究破解，推进

我省教育改革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

推进教育改革发展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记者陈婷婷）记者近日从长春海关获悉，2018

年我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80亿元，

占全省外贸总值比重超过四分之一，较上年同期提高1.3个

百分点。

数据显示，2018全年，“一带一路”沿线最活跃的市场是

俄罗斯，进出口62.4亿元，增长61.9%，占沿线国家进出口的

16.4%，已成为我省第四大贸易伙伴；其次是东盟成员国，增

长14.4%。最大的市场是欧盟成员国，进出口190.4亿元，增

长7.7%，独占半壁，达到50.1%。

据悉，未来，随着中俄双方高层互访的推动，中俄两国经

贸关系还将继续升温，我省对俄经贸发展将迎来更好机遇。

同时，随着“16+1合作”等我国与沿线国家政策沟通的不断深

化，沿线各国发展规划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对接，

也将拉动我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增长。

我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顺畅
2018年进出口总额突破380亿元

本报讯（记者石天慧）1月23日，2019吉林大米暨“吉田认

购”专属稻田工商界企业家推介会在长春举行。推介会为吉林

大米企业与吉商企业搭建大米供销合作平台，对提升吉林大米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推介会由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办，省粮

食行业协会、省吉商联合会承办。推介会以“情系吉林，稻香天

下——‘我在吉林有亩田’”为主题，向在吉的工商界企业推介吉

林大米“吉田认购”新型营销模式。通过对吉林大米种植环境、

品质特征、营销理念、销售服务等方面的介绍，让与会嘉宾进一

步了解了吉林大米品牌，对吉林大米的优异品质、“吉田认购”创

新营销方式有了深入认知。

“吉林大米在浙江地区非常受欢迎，现在浙江消费者一提起

好吃的大米就是吉林大米。而且近年来通过吉林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的多方推介，吉林大米这个品牌已经是越打越响。未来

我们将继续利用‘吉田认购’的方式来推广、销售吉林大米。”浙

江省吉林商会常务副会长王桂玲说。

“过去我们只是一个单纯的卖米的企业，而‘吉田认购’不仅

使产品售价提高，还提高了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洮南市洮之

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米克说，公司已经加入吉林大米

产业联盟，这有助于让企业抱团取暖、统一标准。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与松粮集团在原有的合作基础上，

通过洽谈达成了深度合作意向。双方将致力于吉林大米易捷渠

道的营销推广,共同打造中国石化“易捷”品质保障、食用安全的

吉林大米品牌。

吉林大米“吉田认购”模式自2018年4月推出后，相继在浙

江、上海、福建、北京、香港等地开展，得到消费者和市场的广泛

认可。推介会的举办加深了在吉外埠企业与省内大米企业的联

系，为吉林大米进入中高端市场搭建起全新的营销平台锁定了

高端客户，进一步完善了吉林大米“吉田认购”模式，促进了我省

粮食产业更快更好发展。

吉林大米企业与吉商企业共谋品牌发展

中共界：兰宏良

政协吉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补充委员名单
（2019年1月24日政协吉林省第十二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曹军同志任政协吉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工作委员会主

任。

关于曹军同志任职的决定
（2019年1月24日政协吉林省第十二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本报1月 24日讯（记者陈婷婷）记者

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2018 年全省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为 1362.8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

（下同）增长8.6%，其中，进口1037亿元，增

长8.5%；出口325.8亿元，增长8.8%。

全省外贸稳中有进的喜人成绩离不开

长春海关的大力支持。据悉，2018年，长

春海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

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充分发挥新海关新职能作用，多措并

举，支持我省开发开放高质量发展。

在支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加

强海关国际合作，积极参与“滨海2号”国

际运输走廊建设，支持“长满欧”中欧班列

稳定运行，支持珲马铁路增量运行，支持

“珲春-扎鲁比诺-中国南方港口”内贸外

运航线获批通航。

在支持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方面，深化

“放管服”改革，海关验核证件数量从86种

减至 46种，实现 78项群众和企业办事事

项“只跑一次”；推进贸易便利化，完成压

缩整体通关时间三分之一工作任务；加大

“单一窗口”推广力度，进出口货物申报应

用率达100%；落实铁矿石等5种大宗资源

性商品“先放后检”措施。

在支持开放平台建设方面，2018 年，

长白、沙坨子、古城里、集安公路口岸通过

国家验收，助力长春整车进口口岸获批，

长春兴隆铁路、安图双目峰及防川码头临

时对外开放。同时，推动珲春综合保税

区、延吉保税物流中心(B型)获批并进入

验收前准备阶段，积极复制推广保税展示

交易、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等自贸区

创新制度。

在支持重点产业发展方面，3项税则

调整建议被采纳，通过原产地、减免税等

优惠政策，为汽车、农产品等重点企业降

低税负 6.4 亿元。支持边境贸易良性发

展，推动表芯等出境加工业务快速增长。

支持跨境电商业务发展，推动长春市获批

建设跨境电商“综试区”、珲春出口加工区

开通跨境电商业务。帮助完成4家AEO高

级认证企业重新认证，新增出口食品对外

注册企业7家。

长春海关多措并举助力吉林省开发开放

本报讯（记者张力军）2018 年以来，

和龙市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作为

实施乡村旅游振兴全市经济战略的一

项重要任务目标，以农村垃圾、污水治

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打造小

河流水潺潺、群山葱茏翠绿、道路村庄

整洁的良好人居环境。

按照以点串线、以线带面的发展思

路，以一级公路沿线及边境公路沿线村庄

为重点，谋划实施“和龙最美一百公里公

路”项目，培育了一批美丽宜居示范样本

村，目前全市镇域规划编制已全部完成，

村庄规划编制已完成29个。今年计划完

成剩余47个行政村的规划编制及修编工

作，做到建设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营造氛围，引导群众参与。创新建

立“美丽约定”，将农村环境卫生、庭院环

境等纳入村规民约，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

会，与农民签订“美丽约定”，激发农民自

愿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内生动力，充

分利用村规民约为乡村振兴铺路。在各

村建立“爱心超市”，村民通过参加各项

志愿服务积攒积分并兑换生活用品。

强化基础建设。实现农村安全住房

全覆盖。新建、维修农房2919户，全市农

户住房安全得到保障，并为脱贫摘帽奠定

坚实基础。农村路面硬化全覆盖。新建

农村道路 93公里，农村道路沥青罩面 23

公里，新建维修桥梁12座，农村域内屯屯

通硬化率达到 100%，并开通客运班车，彻

底改善农民出行条件。农村围墙栅栏全

覆盖。新建仿古围墙1万延长米、新建栅

栏 22 万延长米，农村村容村貌得到明显

改善。“厕所革命”取得新进展。完成厕

所改造2000户，并将改厕与改水相结合，

在 2018 年建成 6个村集中管网污水处理

基础上，今年将新建6个村集中污水处理

设施。

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实际、方式多样的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他们建立了“村

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农村垃圾清理体

系，在各镇新建生活垃圾转运站10座、垃

圾堆肥厂9座。实现部分农村生活垃圾收

转运城乡一体化处理。同时，成立了农村

保洁公司，配备专职保洁员，购买垃圾车

辆及设备，使城市管理向农村辐射、触角

向农村延伸，为实现城乡环卫一体化、解

决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打下坚实基础。

告别“脏乱差”乡村大变样

和龙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硕果累累

本报讯（记者袁松年 通讯员顾鑫）为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

和营商环境，近日，四平市公安局出台了《保障和服务民营企业

健康发展20条措施》，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经营保驾护航。

“20条措施”在简政放权、安全防范、规范执法、打击犯罪、

警企共建等方面，提出保障和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具体举措。

在保护合法权益、净化营商环境方面，提出了快速受理民营

企业报警求助、依法打击扰乱企业生产经营秩序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打击侵犯企业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保护企业融资

安全、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等措施。

在改进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方面，提出了对涉案企业家

和企业财产依法慎用人身强制措施、改进交通管理执法方式等

措施。

在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方面，提出了放宽民营企业

员工落户和聘雇外国人停居留政策、简化企业办理赴港澳商务

签注和口岸签证手续、设立企业证照办理“绿色通道”、拓宽公安

业务网上服务领域等措施。

在指导安全防范，密切警企联系方面，提出了指导民营企业

提高安全防范能力、深化公安机关与民营联系机制、构建“亲”

“清”新型警企关系等措施。

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
四平市公安局出台20条措施

1月23日，腊月十八。

走进东丰县拉拉河镇四道村三组村民

于安波家，四口人都很忙，擦灰、扫地、喂牛、

清点年货……

忙活了一早上，于安波满脸是汗，仍然

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兴奋地说：“日子终

于好起来了，今年家里可得多买点儿鞭炮，

庆祝庆祝！”

刚刚过去的2018年，对于安波一家来

说，是顺意、美满的一年。

10年前，于安波被查出患有强直性脊

柱炎，这对生活本就不富裕的于家来说，无

疑是雪上加霜。

自东丰县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县经济局

来到了拉拉河镇四道村。包保干部在详细

了解于安波的家庭情况后，就帮他申请了低

保，还为他讲解了扶贫政策。

扶贫先扶志。每逢有时间，包保干部

都会去看望和鼓励于安波，帮他树立起生

活信心。

于安波家中有8亩地，山地居多，大型

农机上不去，腿脚不方便的他只能趴在地里

干活。“别人（的活）用几个小时干完，我就用

一天干完。”他说。

四道村地三面环山，又临近水源，每年

秋天于安波都会去探寻大山的馈赠。挎着

篮子，挽着裤腿，采摘野蘑菇、蕨菜……满满

一箩筐的收获就是希望，大山里的资源每年

都可以给这个家庭带来几千元的收入。

这两年，在村里的帮助下，于安波又有

了发展养殖业的想法，他向几个亲朋好友凑

了点钱，买了三头小牛，小鸡小鸭也如愿来

到了他家小院。

去年，于安波将大牛卖了，不仅挣回了

本钱，还为家里增添了一些收入。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有了党的好政策

和包保干部的帮助，今年我还得想更多法子

致富啊！”于安波眼神里的坚定，让脱贫致富

路走得坚实而有力量，也让四道村更多人见

证了“志气不穷”所焕发的强大力量。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赵蓓蓓 通讯员 刘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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