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信建设万里行

04 2019年3月5日 星期二 编辑 陈庆松 张泷月
要闻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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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韩金祥）针对中央第八

巡视组对我省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的

问题，长白山党工委高度重视，先后召开3

次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对于全区3个贫困

村都在池西区的实际，长白山管委会脱贫

办立即组织池西区扶贫工作队和驻村第

一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查找、梳理、

比对，同时对“个别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

系统录入不准确”等问题，立即整改、明确

措施、落实责任，并对重点因病致贫的家

庭，开展脱贫攻坚蹲点“促改督战”工作，

收效显著。

为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整改彻底 ，

池西区在蹲点“促改督战”工作中，认真

对照 2016 年以来中央对我省各类监督

检查发现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一

是加强对驻村工作队员的培训，提高扶

贫工作技能水平。二是要求各村积极

开展再精准、再识别工作，逐户、逐项核

对贫困户身份资料、家庭成员等信息。

三是根据信息采集表逐户核对、修改国

扶系统中贫困户信息。四是要求驻村

工作队及时入户 ，及时更新贫困户信

息，确保贫困户信息采集的准确性、时

效性，国扶系统数据与信息采集表数据

一致、准确。

针对“贫困人口老龄化情况较为突出、

老人缺乏固定收入来源”问题，池西区发挥

驻村书记优势与驻村工作队作用，首先根

据老年人实际情况积极帮助争取高龄补贴

等补助。二是继续加强扶贫产业发展，使

其有稳定产业分红收入。三是根据老年人

自身想法，积极为其安排力所能及的公益

岗位或扶贫产业中的岗位，拓展老年人收

入来源。

负责扶贫工作的池西区经济发展局

副局长刘晖表示，通过梳理排查、明确任

务、建立台账、补齐短板、健全机制，池西

区深入推进问题整改，以点带面，认真夯

实脱贫攻坚基础数据工作和其他相关工

作，确保池西区的扶贫攻坚工作按照预

期目标向前推进。

长白山开发区开展脱贫攻坚“促改督战”

本报3月4日讯(记者李梦溪)吉林

市歌舞团参加了今年的央视春晚长春

一汽分会场以及北京主会场的演出，

这也是“吉歌”连续 22年登上央视春

晚舞台。为进一步利用和发挥央视春

晚长春分会场演出文化资源，扩大春

晚效应，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今

天，吉林市歌舞团来到吉林市船营区

越北镇沙河子村和北极街道望云社

区，为群众送上春晚的精彩节目。

近年来，吉林市歌舞团频登国内

外高端舞台，用独特的舞蹈语言讲述

“中国故事”“江城故事”，已经成为

吉林市的城市流动名片和特色文化

品牌。今天，他们首先带来了歌舞

《我爱你塞北的雪》和《跟你走》，专业、

精湛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热烈掌声。接

着，二人转表演《正对花》更是受到热

烈欢迎，观众乐得合不拢嘴。歌手王

忠阳、马天麟带来的歌曲《时代号子》

《中国梦》铿锵有力，回味悠长。舞蹈

《红太阳照边疆》颇具民族风情，让观

众感受到春晚节目的高水平。

在今年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

个100”先进典型推荐活动中，中国舞

蹈家协会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省

舞蹈家协会主席王小燕获得了“最美

志愿者”称号。多年来，王小燕在做

好艺术创作、表演和教学的同时，积

极参加全国和我省组织的各种下基

层的公益性演出活动，曾赴甘肃、宁

夏、云南等边远山区、革命老区，和文

艺志愿服务者一起送去党的温暖和

关怀。在北极街道望云社区,王小燕

献上了成名舞蹈《火辣辣的爱》，欢快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就让现场变成了

欢乐的海洋。

望云社区舞蹈队表演完藏族舞蹈

后，王小燕手把手地给队员们指导动

作，讲授表演时应有的状态。王小燕

对记者说，自己做文艺志愿者很多年

了，深深感到基层群众特别需要文化

生活。文化能给人带来获得感和幸

福感，传递正能量，促进和谐文明，文

艺工作者有责任让基层百姓享受更

好的文化生活。希望更多文艺工作

者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中，给百姓

带去欢乐。

央视春晚长春分会场吉林市歌舞团小分队赴基层演出

日前，在公安部组织的“净网2019”专

项行动中，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会同海

淀公安分局打掉了一个为境外电信网络

诈骗人员提供钓鱼网站的犯罪团伙，该团

伙协助诈骗分子作案80余起，涉案金额约

300 万元人民币，成为重拳打击涉网犯罪

又一成功案例，对潜在涉网犯罪形成有力

震慑。

作为套取个人信息的一种上游手段，

制作钓鱼网站与利用个人信息实施非法

获利、诈骗等行为构成了涉网犯罪“黑链

条”。

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民警李文涛介

绍，在已破获的80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中，受害人会接到一条内容为信用卡提升额

度的短信，并附有链接，点击链接即进入钓

鱼网站。“受害人输入相关个人信息和银行

卡信息后，诈骗分子在后台利用这些信息实

施盗刷银行卡犯罪。”李文涛说。

据介绍，这些钓鱼网站与官方网站的域

名有很强的相似性，会将一些官方的域名中

的“O”变成“零”“1”变成“L”，以提高迷惑

性。犯罪分子建设钓鱼网站主要为获取被

骗事主银行卡信息，后通过购买物品等方式

将受害人卡里的钱进行消费或转账，以达到

非法获利的目的。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陈某某、黄某某二

人从事互联网相关领域工作，为更快获利，

走向了犯罪道路。在掌握大量证据后，

2019年 1月 25日，网安总队会同海淀分局

前往广东省普宁市，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

下将二人抓获，二人因涉嫌非法利用信息

网络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工作中。

除了直接获取受害人银行卡信息，钓鱼

网站还通常与电信诈骗相结合，危害性极

大。在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此前破获的

一起案件中，涉案公司长期为多个诈骗团伙

提供网站制作等“一条龙”服务，涉及各地诈

骗案件700余起，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

案件中，受害人曹先生收到冒充《出彩

中国人》栏目发送的中奖短信，称他被选为

幸运观众，将获得奖金158000元及苹果笔记

本电脑一台。曹先生随后登录了短信附带

网址，看到写有《出彩中国人》的网页制作精

良，便在网页填写了其姓名、电话、身份证号

及银行账号等个人信息。

随后，曹先生接到自称网站客服人员

打来的电话，称需缴纳一定钱款当作保证

金才能领取奖金，信以为真的曹先生向对

方账号转入6000元钱。然而此后几天内，

曹先生未收到奖金和奖品，客服热线再也

无法打通。

网安总队办案民警介绍，随着个人电

脑安防软件的不断升级和手机网银App的

兴起，传统电脑网页版钓鱼网站的存活时

间也越来越短。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

则将目光转移到了手机上。如果没有安

装手机安防软件，一般人难以识别出短信

链接里的网站是否存在风险，可能成为钓

鱼网站的受害者。一旦用户点进恶意网

址，触发网站内恶意木马、病毒等程序，就

面临账号密码丢失或者隐私信息泄露等

威胁。

办案民警表示，按照公安部“打源头、断

链条、摧平台”的工作思路，北京公安部门在

打击传统的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犯罪、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同时，也将对存在于上游

为其犯罪提供作案工具、协助其作案的犯罪

分子一并实施打击，通过源头打击，斩断犯

罪链条。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北京重拳打击钓鱼网站 斩断涉网犯罪“黑链条”
新华社记者 鲁畅

新华社杭州3月4日电（记者顾小立）
“李敏，你的牺牲，像闪电一样，闪击着每个

人的心。反动派把你刺了二十几下……你

宁死不屈，用你最后的一口气，喊出：‘中华

民族解放！’然后，镇静地、悲壮地闭上了

眼。”这是 1944年 4月 20日《新浙东报》上

发表的一首悼念李敏烈士的诗。70多年过

去了，这首诗仍然震撼着浙东人民的心。

李敏，女，原名李雅琴。1923年12月出

生，浙江镇海人。幼年随父母到上海，12岁

就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纱厂当童工。她每天工

作12小时，还经常遭到日本工头的打骂。两

年半苦难的童工生活，让李敏在心中烙上了

深切的阶级仇、民族恨，也铸就了她坚强、刚

毅的性格。

1941年，17岁的李敏毅然投身到抗日救

国斗争中。194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

党组织派到鄞西樟水区启明小学，以教书为

掩护，从事抗日斗争。樟水区是当时对敌斗

争的焦点，情况十分复杂。李敏向学生讲抗

日故事，教唱抗日歌曲，还带着学生和抗日宣

传队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激发群众的抗日

热情。在革命斗争中，李敏逐渐锻炼得更加

坚强、更加成熟。

1943年春，李敏担任中共樟水区委书

记。她奔走在樟水两岸，挨家挨户动员群众

参加抗日斗争，秘密发展武装力量，建立与

扩大党的组织。这年秋天，国民党顽固派向

浙东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浙东游击纵队主

力进行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为了充实新

区斗争力量，李敏被调任中共鄞江区委书

记，带领武装小分队就地坚持斗争。她秘密

组织自卫队、农协会、妇女会等，并以猎户为

骨干组成区小队，多次捣毁国民党设立的税

卡和情报站。

1944年2月21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偷

袭鄞江后隆，李敏不幸被捕。敌人用尽一切

伎俩，也没能从她身上得到任何口供。敌人

把她绑在木桩上，威逼她说出全区有多少共

产党员，多少抗日武装。李敏宁死不屈，高

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恼羞成怒的敌人用刺刀将她杀害。

李敏牺牲后，人们纷纷传颂她的英勇事

迹，赞誉她是“浙东的刘胡兰”。

李敏的故事感染着一代又一代浙东群

众。宁波市海曙区章水镇“红色讲师团”成

员、“80后”干部徐露鸣表示，在浙东这片土

地上，曾经涌现出许多像李敏那样令人敬佩

的革命先烈，他们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是后

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生活在和平发展的

新时代，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奋斗，以实际行动

告慰革命先烈的英勇付出，为红色精神传承

贡献我们的力量。”

李敏：“浙东的刘胡兰”

本报讯(记者张红玉）3月2日，松原市驻北京人才工作站

成立仪式暨域外人才新春茶话会在北京举行，标志着该市在

实现人才工作阵地前移、人才服务发展大局上迈出了新步伐。

驻京人才工作站揭牌后，松原市领导为聘任的“松原市

首席人才顾问”颁发聘书。随后，举办了以“凝聚乡情力量，

共谋家乡发展”为主题的松原籍域外人才新春茶话会，14名

在京松原籍优秀人才分别发言，表达了对回报家乡、参与家

乡建设、促进家乡发展的拳拳赤子之心。同时，就松原如何

做好人才工作、开发利用好人才资源、助力松原转型发展等

问题，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据悉，成立域外人才工作站、聘请“首席人才顾问”是松

原市委、市政府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拓展招才引智网络

的重要举措。通过在国内高层次人才比较集中区域或城市

设立招才引智机构，加强与域外优秀人才沟通交流和联络

服务，充分发挥松原籍知名人士的资源优势，广泛宣传推介

松原，积极牵线搭桥、举荐人才，助推松原与先进地区的人

才、项目、资金等信息对接与合作，形成招才引智合力，为松

原加快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松原首个驻外人才工作站在京成立

本报3月4日讯（记者董博）今晚，吉林市城投队迎来

了2018-2019“VHL-丝路杯”高级冰球联赛季后赛中的首轮

主场之战，结果吉林市城投队以2比 5不敌俄罗斯石油工

人队。

本赛季吉林市城投队以联盟第15名的成绩挺进季后

赛，这也是他们连续第二次打进季后赛。两队历史交锋10

次，城投队仅胜1次，石油工人队也是联盟中与城投队交锋

次数最多的球队。在季后赛首轮，城投队对手是联盟排名

第二的石油工人队。在此前进行的两场客场季后赛比拼

中，吉林市城投队分别以1比2和4比5负于石油工人队。

本赛季季后赛赛制为5场 3胜制，吉林市城投队已连

输3场，所以城投队以总比分0比3被淘汰。

吉林市城投队主场不敌石油工人队
总比分0比3季后赛出局

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李梦溪 摄

本报3月4日讯（记者裴雨虹）“学雷锋纪念日”将至。今

天，省博物院将《学习雷锋好榜样——弘扬雷锋精神图片展》

带到长春市东光学校，正式拉开了省博物院2019年度“爱心

宣讲走基层”活动的序幕。

该展览以雷锋故事为主线，展出了省博物院珍藏的雷锋

照片近百张，真实再现了雷锋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和感人

至深的事迹。展览将分阶段在不同学校展出，旨在使学生们

从一个个平凡而真实的故事中，深刻体会到雷锋精神的可信、

可学、可做。此次巡回展也是省博物院“馆校联动、薪火相传、

铭记历史、共创未来”系列活动中的一项。

除了专业讲解员的精彩讲解，省博物院品牌活动“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创新活动进校园”也在东光学校四年级课堂进行，

结合中小学校第二课堂教学，将文物知识、传统文化引入课

堂，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

弘扬雷锋精神图片巡回展开启

本报3月4日讯（记者于悦）在第56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

之际，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中国军旅雷锋文化收藏家、

雷锋班第22任班长吴锡有为全院师生作了题为“与雷锋同

行，共筑中国梦”的主题报告。

报告会上，吴锡有从雷锋生平、雷锋事迹、雷锋精神以及

对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

意义等方面作了精彩的报告。吴锡有表示，雷锋精神饱含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因，应

该根植于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心田之中。报告会给全院教

职工和师生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极大地鼓舞了全院师生

学雷锋、做雷锋的热情。

与 雷 锋 同 行 共 筑 中 国 梦
雷锋班第22任班长为大学生作报告

青少年时期在红旗下

成长，年富力强时迎来改革

开放，如今或含饴弄孙或继

续发挥余热……

是的，我们要寻找的

就 是 您——与 共 和 国 同

龄、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

您。您的人生履历，反映着白山松水70年来

的巨变；您的成长故事，印刻着共和国的发展

足迹。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吉林日报社

与省文联联合推出大型策划栏目《同龄·同行

——与共和国一起成长》，面向全国征集出生

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同行的吉林人的故

事和线索，共忆流金岁月，共话沧海桑田。

一、征集内容
可以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亲身经历的与共

和国一同成长的难忘故事，要求必须真实、准确，

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可以是人物线索，无论

来自哪个领域，只要这位同龄人与共和国的发展

同频共振，你就可以推荐给我们。征集范围包括

记述文字和有价值的图片等。

二、征集要求
1.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文字内容务求真

实；

2.要反映自己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

所闻的事和人；

3.凡是来稿，不查不退，若有侵犯他人著

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

文责自负；

4.主办方对应征稿件有修改权、使用权，

稿件在吉林日报采用后，即付稿酬。

来稿请发至征稿信箱：jlrbzfb@163.com，联

系电话：0431—88600559，作者请注明单位、姓

名、联系电话等；截稿日期为2019年9月30日。

吉林日报社 吉林省文联
2019年3月4日

征 集 启 事
寻找与共和国同龄·同行的你

（上接第一版）“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

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

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作为文艺创作者，必将不辱使命，从当代

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

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图谱。我们要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扎根本土、深植时

代，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树立高远的

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创作出更多的优秀艺术作品，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也要

坚持履职为民，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在方方面面都发

挥带头作用，贡献政协委员的力量。”刘广委员话语中透着

坚定与期待。

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
有 贡 献 的 艺 术 家 和 学 问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