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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近年来，白山

市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志智”双扶，充分调

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贫困群

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增强贫困人口“自强、

自信、自立”底气，不断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的内生动力，呈现出产业成风景、人人争先

进、发展日日新的良好势头。

有底气的自信——由“要我脱贫”
到“我要脱贫”

33岁的杨子亮家住抚松县北岗镇蒲春

河村，早年因父母身患多种疾病，丧失劳动能

力，2013年被确定为因病致贫建档立卡贫困

户。

面对困境，杨子亮也曾消极、彷徨过。他

说：“以前总觉得脱贫就等着政府扶持就行

了，后来感觉自己还年轻就靠政府养活，终归

说不过去。再说，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只要

勤劳肯干，生活一定会好起来。”

不甘服输的杨子亮经多方考察，发现种

植食用菌前景不错，于是东拼西凑筹集了3

万多元启动资金。随后，又在镇党委帮助协

调下，投入10万元扩大生产规模。

致富道路哪有一帆风顺，正当他想大

干一场的时候，本该茁壮成长的木耳菌袋

受到感染，眼看着 10 万袋木耳“颗粒无

收”，这无疑是给迫切想要脱贫致富的杨子

亮当头一棒。

村党支部得知消息后，及时邀请专家

入村指导，第一时间帮助他化解了危机。

这次风波使杨子亮意识到，学习培植技术

才是关键。经过多方学习，到 2017 年，杨

子亮的培植规模已达15万袋，经营性收入

30万元，纯利润达7.5万余元，彻底摘掉了

“穷帽子”。

有作为的自立——由“背着走、扶
着走”到“跟着走、自己走”

48岁的范为花家住临江市六道沟镇南

岗村，因先天性残疾、孩子上学等原因，让这

个家庭一度陷入困境，2017年成了村里建档

立卡贫困户。

“前些年，家里主要收入就是靠低保和政

府救济。”范为花的丈夫刘林华说起过往，不

堪回首。

2017年，镇村以及帮扶干部为帮助范为

花一家尽快脱贫，为她制定脱贫致富计划。

当问到他们想干点什么时，刘林华夫妇说想

养黄牛脱贫致富。

通过与帮扶干部、村“两委”商量，范为

花依靠扶贫贷政策，借来2万元，买了2头

母牛，建起牛棚，开始自己的养牛致富路。

经过精心繁育，2018年范为花家的母

牛产下一头小牛犊。“现在牛价不错，一头

小牛犊至少能卖 1.2 万元。去年，我们偿

还了银行贷款5000元。今年，我们老两口

争取把剩下的贷款还清，再多养几头，增收

致富。”范为花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账，忍不

住笑出声来。

“赶上党的好政策，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我相信，只有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才会苦尽

甘来，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刘林华

夫妇对未来信心满满。

有奔头的自强——由“被动脱贫”
到“自主脱贫”

白山市把“精神扶贫”作为突破口，坚持

扶志、扶智相结合，营造出“想脱贫、能脱贫、

会脱贫”的浓郁氛围。

40多岁的于洪波家住靖宇县花园口镇

仁义村，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妻子患有智力障

碍，家中还有个上学的孩子，原是村里有名的

贫困户。在一般人看来，这样典型的“一户多

残”贫困户，想脱贫很难。

2016年初，在省民政厅帮扶、协调和指

导下，仁义村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实施传统农

业转型发展。于洪波从自家耕地中选出4亩

土地，培植起黑果花楸和蓝莓。随着技术不

断成熟和精细管理，于洪波家的黑果花楸长

势喜人，到盛果期时每亩地的收益可达1万

元。

“他有志气，又勤快，有种不服输的劲儿，

谁都想拉他一把。”省民政厅驻村第一书记刘

坤提到于洪波，竖起了大拇指。

“脱贫不能‘等靠要’，致富不可睡大觉。

现在党和政府给了这么多的好政策，就是为

了让咱们生活过得好些。”从2014年贫困户

建档立卡，年人均纯收入2192元，到2016年

脱贫时达到8077元，如今这个数字已突破了

万元。于洪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真谛。

白山激发内生动力加速脱贫
本报记者 王春宝 洪铭潞

为普及食品安全
知识，提高青少年对
食品的辨别能力，图
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织图们市志诚小学
的 35 名学生走进餐
饮服务公司，参观食
品制作全过程，为学
生们上了一堂别开生
面的食品安全知识

“公开课”。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本报讯（记者戈驰川 尹雪）白城市针对

今年“春脖子”短，农时紧张的实际情况，提早

推动落实备春耕生产各项工作。

种植意向呈“一增一稳一减”变化。受玉

米收购价格连续两年坚挺等因素影响，农民

预期稳、信心足，籽粒玉米种植倾向明显，计

划播种面积达676万亩，比上年多38万亩，增

长6%；水稻计划播种面积基本与上年持平，

稳定在300万亩左右；农民对种植大豆的预

期更加理性，计划播种41.7万亩，比去年减

少34万亩，降幅达45%。谷子、花生、向日葵

计划种植面积分别增长13.5%、5.7%、6.5%，

高粱、绿豆计划种植面积分别达136万亩、

131万亩。全市计划播种面积稳定在1586万

亩，与上年持平。

备耕物资准备充足。今年，全市备春耕

计划需用资金33.53亿元，比去年增加1亿

元；计划施用底化肥60万标吨，与去年持平；

计划使用玉米种子0.89万吨；计划使用农膜

9786吨，比去年减少 14吨；计划使用农药

1670吨，比去年减少 60吨；计划积造农肥

2335万立方米。截至目前，备春耕所需资金

已筹集23.7亿元，占计划资金的70.7%，玉

米、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种子到户率达到

70%，杂粮杂豆种子、底化肥、农膜等到户率达

到60%以上，农肥正在积造，拖拉机和农机具

需要检修17.3万台套，目前已检修11.7万台

套。

积极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各地利用冬闲

时机，开展了各类科技培训，共计开展培训班

966期，培训7.97万人。印发宣传资料13.1

万份。主要围绕水稻、玉米、杂粮杂豆、瓜果

蔬菜生产等，重点对推广优良品种应用、病虫

综合防治、抗灾育秧、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

田等关键技术开展培训，培训对象以种植大

户、科技示范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组织）负

责人为主。

涉农贷款服务全覆盖。各级金融部门结

合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统筹安排信

贷计划，对春耕生产实施“规模优先、资金优

先、服务优先”政策。重点支持种粮大户、棚

膜经济、特色农业生产，确保粮食生产稳定持

续增收，在贷款发放中以“惠农e贷”“助保

贷”“吉农牧贷”等为载体，以农户小额贷款及

创新支农产品为抓手，切实满足普通农户和

种粮大户在春耕备耕的信贷需求，同时对种

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给予了重点

支持，根据当地情况，制订专门的备春耕金融

服务方案，加快贷款审批速度，保障支持春耕

备耕工作及时有效开展。

白城：人勤春来早 全力备春耕

本报讯（记者张雅静）近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中国建

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全面合作签约仪式暨“老兵驿站”揭牌仪式

在长春举行。

通过为退役军人提供“军转e贷”、发行“老兵龙卡”专属

借记卡、建设“老兵驿站”等专属优质服务，建设银行着力用金

融的力量解决社会痛点、难点问题。“老兵驿站”的建设，是建

行吉林省分行在全省系统开展的统一公益服务，是做好做实

退役军人服务的实际行动。

“老兵驿站”建立后，该行将充分利用网点服务资源，积极

促进资源共享，为退役军人提供“老兵专属”服务等候区和优

质金融服务。该行也将以建设“老兵驿站”为起点，进一步开

放网点服务资源，不断打造区域性、差异化特色服务，惠及更

多社会大众。

以 金 融 力 量 服 务 退 役 军 人
省建行在全省网点推出“老兵驿站”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近日，蓝城桃李春风梅河口啤酒小

镇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梅河口市举行。

该项目以啤酒、旅游为核心，预计总投资超过百亿元，占

地达到2平方公里以上，吸引了山东明基、世基集团，青岛、烟

台啤酒，蓝城集团等诸多品牌企业参与建设。

项目的落实，将对梅河口城市发展、啤酒文化建设和产业

发展提供难得的平台和契机。

经过扩权强县改革5年试点，梅河口市由原来的县级城

市发展成为中等城市。城市建成区面积由30平方公里扩展

到近50平方公里，功能板块增加，像蓝城桃李春风梅河口啤

酒小镇这种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服务业项目发展迅速。

总投资超百亿元

梅河口啤酒小镇项目签约

本报讯（记者毕玮琳）“以前得花2个月才能完成的临时

用电工程，现在23天就能完成，时间节省了一半还多，这对入

区企业来说是非常大的福利！”提起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全面优

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的有力举措，吉林经开区城建

办主任石玉军非常兴奋。

为助推大项目早日投产，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实行“保姆

式”服务：工作人员成立专门项目小组，逐个项目现场走访，及

时掌握重点项目，了解项目规划、客户投产计划和用电需求等

信息，确保客户报装时第一时间出具供电方案。此举大大节

省了供电方案会商时间，提升了企业用电服务效率。

位于吉林经开区的国家碳纤维应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就

是受益者之一。鉴于该项目投产后将有力推动吉林碳纤维产

业化基地建设，国网吉林供电公司为其开通快速报装通道，公

司领导直接督办，抽调线路、营销等部门现场联合办公，在最

短时间内提出了最佳设计方案，并完成业扩报装答复，为项目

及时用电提供了保障。

公司还将充分利用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各项职能，理顺营

配调专业及班组现场业务流程，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为大项目

早日落地生根提供优质服务。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实行“保姆式”服务

助 推 大 项 目 早 日 投 产

本报讯（记者景洋）2019长春国际马拉松赛赛事前期

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报名工作将在4月下旬开

始启动。

据了解，本届长春国际马拉松将以“北国春城，幸福奔跑”

为赛事主题，以“国际金牌”的标准打造赛事品质，办好这个一

年一度的体育盛会。今年赛事共设4个项目：全程马拉松、半

程马拉松、10公里马拉松和迷你马拉松（家庭跑、情侣跑），比

赛将于5月26日上午在长春体育中心鸣枪。比赛线路继续沿

用2018年线路，起终点设在长春体育中心，赛事规模继续保

持3万人。

2019长春国际马拉松将于5月末举行

本报 3月 20 日讯（记者隋二龙 赵蓓
蓓）今天上午，第十四届上海国际袜业采

购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启幕，吉林东

北袜业纺织工业园40户企业精装了55个

展位，200户企业参展，500余人参会，参展

面积近 3000 平方米，规模之大、产品之丰

富、人数之多，抢尽本届上海国际袜交会

的风头。

本届袜交会携手上海国际流行服饰

展，用多样化的产品联动整个时尚服装

配饰领域，深度演绎“时尚界专业 B2B 贸

易展会”，完美联结生产加工方、品牌贴

牌采购方、进出口贸易方、经销代理方、

百货商超方等多个群体，具有极强的开

拓性和引领性。

据了解，上海国际袜交会与两年一届

的中国辽源国际袜交会一道，是全国乃至

国际袜业领域最有影响力、最具风向标作

用的盛会，以东北袜业为代表的辽源参展

商团队已连续四次参会，今年，更是以“大

数据+，一厂一品”为主题，得到了省有关部

门和辽源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纺织

袜业作为吉林辽源的主导产业、我省的特

色产业，目前已成为集原料加工、装备、包

装、物流、研发为一体的产业链，成为中国

北方地区最大规模的纺织袜业产业集群，

同时，结合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实现了

由生产型向综合型的全面转型。

连续5年参展 届届精彩亮相

辽源袜业抢尽上海国际袜交会风头

本报 3月 20 日讯（记者张伟国 代黎
黎）今天，延边州“移动5G首发启动会”在州

政务中心举行，标志着延边州正式开启5G

时代。

本次活动由延边州政府主办，延边州工

业和信息化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

公司延边州分公司承办。启动会以“数字延

边、信息引领、5G驱动、移动首发”为主题，

与会人员观看了无人机VR直播、旅游大数

据平台展示，并现场了解了G医疗、云视讯、

和对讲（POC）、智能后视镜、监控平台（千里

眼）、IDC、云能力等信息化产品。

近年来，延边州持续加大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先后获批“信息消费试点”“宽带中国”

及“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等多项国家级荣

誉。聚焦“数字城市”建设，加快“两化融合”

步伐，以信息技术进步推动转型升级、新旧

动能转换，全州智能制造产业和智慧城市水

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移动5G的首发，是加快产城融合、文

化旅游、民生事业、城市建设、扶贫开发的

重要支撑，也是迈入5G时代产业转型发展

的重要标志。”延边州副州长周金星表示,

延边州政府和移动公司启动5G，并在珲春

市建设首批5G基站，旨在向社会各界正式

宣布，将以珲春 5G先试先用为契机，推动

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深度应

用，不断满足个性化、多层次的通信服务新

需求，加快推动延边州城市群数字经济协

同发展。

延边开启“5G”时代

（上接第一版）
奋力开创吉林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必须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指示、批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系统
完整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为做好新时
代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牢把握教育改革发展
的“九个坚持”，增强贯彻落实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新时
代吉林教育工作迈上新台阶。

奋力开创吉林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必须坚持深化
教育综合改革，坚决破除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关键还是要靠改革，着力形成充满
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教育体制机
制。要深化育人方式改革，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
务；加快办学体制改革，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
办学形式多样的教育体系；完善教育管理体制，推进教育领域
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健全投入保障机制，保证教育经费持
续稳定增长；完善服务发展机制，切实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能力。

奋力开创吉林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必须加强党对
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
切的。全省各级党委和教育部门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党委政府
主体责任，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更加自觉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要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落实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全省上下要以此次全省教育大会为
契机，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为加快推进吉林教育现代化、建设
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奋力开创吉林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