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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延吉，绿树成荫，花开满城，充满

无限生机与活力。

在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延吉市交出了

一份令人民满意的成绩单：建档立卡的10个

贫困村、561户贫困户、862名贫困村民全部

摘掉穷帽子，圆满完成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村全部出列的任务目标。在2017年和

2018年全省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评中，连续

两次被评为“好”等次，位居全省29个非贫困

县第一名。

三年脱贫攻坚，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消

除贫困、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小康

梦。延吉市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勇气和

决心，找路子、拔穷根，精准施策，各级领导、

各个部门带领群众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穷

窝窝，迈向了新生活。贫困户、贫困村、驻村

第一书记以及社会各界见证着延吉市农村

贫困群体的蜕变。

项层设计 理清思路聚合力

延吉市按照“市负总责、部门配合、乡镇

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思路，实

行“挂图作战”，推行“2+2”工作机制、“2345”

一线工作法和行业项目任务落地、部门包保

责任到户到人，落实三级书记抓扶贫，市、

镇、村一级抓一级，层层促攻坚。

按照“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要求，扶

贫干部根据贫困村、贫困群众的致贫原因和

发展需求对症下药，精准分类施策，因村因

户制定帮扶计划。

产业兴，乡村兴。延边伟业食品有限

公司农产品深加工、朝阳川镇柳新村300KW

光伏发电扶贫电站、小营镇五凤村特色村

寨……延吉市借产业扶贫之势，推动实体经

济发展。仅2018年使用各级专项扶贫资金

5034.6万元，实施各类扶贫开发项目41个，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产业项目覆盖率达

100%，实现收益120余万元，带动全市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人均增收1200元左右，实现贫困

群众稳定脱贫。

朝阳川镇柳新村村民张发明坐在自家

炕头，从铁盒子里拿出扶贫手册、精准扶贫

健康卡、体检记录和产业分红信封，如数家

珍。“如今，住上了新房，钱袋子也鼓了，困

难事一件件都解决了，这以前想都不敢想

啊！”

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消除精神贫

困，引导贫困户主动脱贫，才能真脱贫、脱真贫。

为激发村民脱贫内生动力，延吉市用服

务群众专项经费和部分村集体经济收入，在

19个贫困村和涉贫村设立“党爱超市”，由民

政部门提供慈善物资保障、工商联动员非公

企业和社会团体捐赠物资、各级党组织提供

援助。村民通过参与村屯环境整治、政策学

习、“三好”示范评选等活动，获取积分兑换

物品，提升村民自我管理和服务水平。同

时，赋予村支部书记“党爱超市”积分评比话

语权，树立村支部书记威信，提升农村基层

党组织凝聚力。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延吉市形成了项

目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

大扶贫格局，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村提供了坚实保障。

服务村民 一枝一叶总关情

脱贫攻坚是干出来的。

距延吉市区约70公里的三道湾镇梨树

村，以前村民喝不上自来水、通村路坑洼颠

簸、村口小桥年久失修……落后的基础设

施，无不制约着村民脱贫致富。

“第一书记”刘永到任后，积极推动梨树

村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从动工到完工仅用

一个多月，清澈的自来水就“哗哗”地流进村

民家中。

管网改造破坏了村路，村民当面质问如

何解决，刘永在村民大会上向大家承诺：“不

要担心路的问题，以后我们村的路将是最结

实、最漂亮的。”

他信守承诺，不仅修了村路，还硬化了

通村路、建了联排房、进行了危房改造、添置

了健身器材，梨树村一年内旧貌换新颜。

“扶贫产业就是村子的‘造血’动力，要

想脱贫，关键是培育适合柳新村的主导产

业。”这是“第一书记”荆伟的脱贫思路。为

了解情况，他走遍全村56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访贫因、挖穷根，探索出一条符合柳新村

实际的扶贫新路子。他积极向上争取资金，

61座低温窖和31个蔬菜大棚在柳新村拔地

而起。

他没有停止脚步，从棚膜园区项目，到

300KW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从柳新村无

公害养牛基地项目，到绿色土特产品电子商

务平台项目……一个个产业项目结出硕果，

形成了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的强劲动力。

朝阳川镇太兴村“第一书记”方殿国驻

村以来，为顺利开展“美丽乡村”改建和部分

房屋“穿衣戴帽”工程，挨家挨户做村民思想

工作，为了让大家拧成一股绳，几乎是“说破

了嘴、跑断了腿”。爱人和孩子放弃城里舒

适的生活来到太兴村，一家三口租住在平房

里，孩子也转学到离村里最近的市区小学，

全家一同踏上扶贫路。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

情。这些扶贫干部扑下身子，进村庄、入农

户，强组织、建档卡，做调研、谋产业，为因贫

穷而失色的村庄带来了希望。

乡村巨变 一片春色在人间

清脆的鸟鸣打破了清晨的幽深和宁静，

一排排新瓦房在晨光下闪闪发亮。依兰镇

平安村村民高斌和哼着小曲，（下转第三版）

花 香 满 边 城
——延吉脱贫攻坚交出漂亮答卷

付 杨

春夏交替的时节，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再

次变成野生动物的乐园，很多难得一见的珍

稀物种，都会在此显露真容，“生态博物馆”

“物种基因库”名不虚传。

这其中，就包括被誉为“鸟中活化石”

“水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

沙鸭。今年，200余只中华秋沙鸭经过几千

公里的漫长跋涉，来到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安营扎寨”，而这个数字，约占全球现存总

数的十分之一。

沿着头道白河河岸缓缓行走，长白山科

学研究院原动物所所长朴正吉很快就带记

者找到了它们的“家”。“中华秋沙鸭靠视觉

来捕食，对生活环境十分‘挑剔’，只有同时

满足河流清澈、水生生物丰富、有树洞这几

个必备要素，它才会留下来。”朴正吉说。

长白山是目前全球保存最完整的自然

生态系统之一，是欧亚大陆北半部最具代表

性的典型自然综合体，是维系东北亚区域可

持续发展的生命之源，1979年加入“人与生

物圈”，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森林

与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1992年被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评审确认为具有国际意义的A

级自然保护区，2003年被国际人与生物圈、

人与地理圈、山地研究发起组织等10个国际

组织评为全球28个环境监测点之一……在

世界保护领域，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意

义与生态价值不断凸显。

据介绍，在垂直高差2000多米、水平距

离50公里的范围内，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浓缩

了从北半球温带到北极圈2000公里的生态

景观和植被类型，区内海拔720米到2700米

之间，依次形成针阔混交林带、暗针叶林带、

岳桦林带和高山苔原带4个植被垂直分布

带。在总面积19.6万公顷的长白山自然保

护区内，目前已知野生动物1586种、野生植

物2639种，是世界上在最小范围内植被带垂

直分布最明显、类型最多、生物种类最丰富

的特殊生态系统。

为更好保护生态和野生动植物，长白山

自然保护区始终在做积极努力。

保护区周边分布着7个林业局和22个

乡镇、村屯和林场，区内驻有中科院长白山

定位站、长白山天池火山监测站、中国长白

山高山冰雪训练基地等14个单位，但保护区

内始终无常住人口和固定居民区。

近年来，保护区在多个重点区域悬挂仿

真人工鸟巢300余个，通过监测，仿真鸟巢入

住率达到40%以上，有效提高了鸟类繁衍能

力。自2012年以来，保护中心开始运用红外

相机对区内野生动物进行监测，在野生动物

主要栖息地及活动频繁区域，已拍摄到紫

貂、梅花鹿、马鹿、猞猁、黑熊、棕熊、黄喉貂

等野生动物38种，获得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从2006年开始，保护区停止红松果林承

包采集，实行封闭管理。结合区内野生动植

物生长规律和分布情况，在不断强化日常巡

护工作的同时，坚持有针对性地开展清区专

项保护行动，重点实施“反盗猎”“反盗伐”

“护蛙”“护薇”“红松种源保护”等专项保护

行动。

同时，为了最大限度还原生态，保护区

还实施了松花江源头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

程，完成景区内的“五馆一站”拆除工作，对

生态植被进行了全面恢复。

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长白山自然保护

区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种群数

量得到快速扩繁，生态系统得到了全面恢

复。根据2017年保护区野生动物调查结果

显示，野猪、马鹿等种群数量较2006年分别

增长了70%和27.5%。

名不虚传的“生态博物馆”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蹲点报道（三）

本报记者 张雅静

本报讯（记者洪铭潞）近日，白山市出台《关于全面落实降本

减负政策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意见》聚焦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缓解企

业融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优化营商环境等5大方

面，提出了37条具体措施。

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小微企业税费负担，加大财税

优惠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降低企业其他税收负担，规范中介服

务收费，降低一批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项目；切实降低企业

经营、用能、用地、用工、物流成本；大力推进产融合作，落实降低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政策，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担保体系建

设，完善续贷政策，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和贷款抵（质）押物范

围，改进不动产抵押登记办理方式，推进企业“无籍房”登记，积

极化解债务风险，帮助企业纾困；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

制和兼并重组，实施“大企业培育”“小升规”和“个转企”专项行

动，支持民营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发展，完善创业创新服务体

系，加大民营企业引才育才支持力度；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完

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推进“政务一网通”改革，简化投资项目审

批流程，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照后减证”，严格执行涉企保

证金清单管理制度，建立政企联系沟通机制。

白山：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张力军）为进一步深化“只跑一次”改革，省农

业农村厅联合省林业和草原局、省畜牧业管理局启动“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改革，办事事项由原来的“多窗分别办”变为“一窗

全能办”。通过开启政务服务新模式，推进政务服务平台转型升

级。经测评，办事群众满意度为100%。

在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的支持下，3部门组建了

“农、林、牧综合窗口”进行无差别综合受理，在一个窗口能办结3

个部门的业务。在受理过程中通过填写电子表单、高拍、高扫等

现代化方式，大大提高了办事信息和材料的数字化水平，为建设

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全省网上政务服务统一实名

认证奠定了基础，让企业和群众网上办事“一次认证，全省漫游”。

为提高综合窗口服务人员工作效率，各部门根据各类事项

特点，编制了通俗易懂、准确翔实的标准化审批事项受理审核要

点，对现有事项、环节、材料、时限、证明进行全面梳理，对全部办

事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进行再完善，对办事流程进行再优化、办

事时限再压缩。

通过“发证窗口”统一派发审批服务结果。他们与快递公司

签订委托协议，办结的证照可在最短时间内送达到办事企业或群

众手中，并实现取件信息短信推送和结果信息公示。目前，3部门

公布的办事事项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下，从受理

申请到作出办理决定、形成办理结果只需一次上门或零上门。

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
我省3部门联合推进政务服务转型升级

珲春市组织党员
干部深入农家院落、
田间地头，与农民同
劳动，了解群众所思
所 盼 ，帮 助 解 决 难
题。图为党员干部到
英安镇明新村“万亩
梨园”劳动。

李正变 于晶萍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中国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提出主题教育的总要求。这一总要求，根据的

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对的是党内存在的突出

问题、结合的是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具有很强的

现实针对性和战略指导性。

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

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

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

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

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

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

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下转第三版）

认 真 贯 彻 主 题 教 育 总 要 求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陶连飞 实习生刘俊）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国

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报，对2018年落实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持续

扩大内需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24个

省（区、市）、80个市（州）、120个县（市、区、旗）等予以督查激

励。其中，“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

对接成效明显的地方”一项，我省梅河口市榜上有名，成为全国

10个上榜县（市）之一，今年将在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中获得优先支持，并将获得国家专项资金扶持。

据了解，自2017年建立督查激励长效机制以来，国务院办

公厅连续三年组织开展督查激励工作。此次督查激励工作，我

省由商务厅、财政厅采取公开申报、专家评审、综合评判的办法

组织遴选，并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向商务部、财政部推荐梅河口

市参选。3月30日，经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精心准备、积极争取，

梅河口市在商务部、财政部组织的专家评审中，书面评审进入前

20名、现场答辩进入前10名，被商务部、财政部向国务院推荐为

国家“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成

效明显的地方”。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梅河口市乘势而上，加

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推动农村电商迅速发展，电商扶贫成

效明显。

梅河口入选国家督查激励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