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城区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提标改造项

目，保障居民的生活用水要求；改造小街小

巷，提升百姓生活环境水平；发展扶贫产业，

增加村民及贫困户收入……今年，延边州针

对环境、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涉及群

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继续组织实施好“十大民

生工程”和“百件惠民实事”，让群众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怀。

7月25日，记者在国道珲阿公路敦化（下

石桩子）至威虎岭段K314公里处看到，10余

名工人正顶着烈日在进行浆砌护坡施工。

据了解，国道珲阿公路敦化（下石桩子）

至威虎岭段原建于1994年，由于超期“服役”，

路面破损严重，坑槽沉陷较多，道路通行困难，

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敦化市公路管理段养护科科长相永明介

绍，改建项目于去年5月1日开工，路线全长

47.3公里，路基宽度10米，路面宽度8.5米，

采用设计速度每小时60公里的二级公路标准，

新建、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Ⅰ级，项

目竣工后，将极大改善沿线乡镇的交通运输及

群众出行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及旅游资源

开发。

截至目前，该项目路基建设已经完成，路

面铺筑、浆砌护坡、沿线设施等预计在10月

底前陆续完工。

今年，图们市计划投资600万元，继续推

进老旧小区三年改造计划，改造老旧小区共

计24万平方米，12个小区，60栋2454户。

“这次楼道改造可解决了大问题。改造

后，看着洁白的、光滑的墙壁，我们发自内心

地感谢政府创造了安居乐业的居住环境。”7

月 26日，在图们市工商小区，居民许明英高

兴地对记者说，以前，小区内的道路被汽车

压得坑洼不平，如今铺上新的彩砖，规划了

停车位，很整洁，搭配得也非常好看，让人赏

心悦目。

图们市无物业管理小区改造项目于3月

26日开工，计划10月30日完工。改造项目主

要包括小区内共用设施设备以及小区道路、

污水井、休闲座椅、楼道大白、单元门更换和

楼道灯更换等。截至目前，12个改造小区的

路面铺设工作已完成总项目的40%，楼道墙体

刮大白、单元门和楼道灯更换已基本完成。

项目全部完成后，2000余户居民生活环境将

得到极大改善。

“这个是石门镇卫生院患者的片子，由于

村里村民少，大夫经验不足，他们就会把拿不

准的片子利用‘远程门诊’传输给我们，再由

我们来确诊，不能确诊的将传给宁波二院进

行进一步确诊。”7月 29日，记者走进安图县

人民医院，院长云庆军向记者介绍，2018年 4

月，安图县人民医院投资建设了县域远程医

疗服务平台，并指导县域内10家乡镇卫生院

建立规范化的远程会诊室，实现了县域内互

联、互通、共享。在此基础上和宁波二院，县

内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开通了远程医疗服

务平台。截至7月 15日，已经和宁波二院远

程会诊150余例，与乡镇医院远程会诊7例。

为了解决固定远程会诊室为县乡医生协

同带来的不便，安图县人民医院又创新推出

可移动式远程门诊、远程查房一体机，目前已

有4家患者量大的卫生院投入使用，让远程

门诊、远程查房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而且操作

简单，便于使用。

截至目前，完成远程心电会诊143例，远

程影像会诊5例，体征数据上传587人次。

一项项惠及百姓的民生工程相继建成，

一件件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

决，一大批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

有效改善……如今，民生工程遍地开花，延

边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紧贴民意做实事 惠民和风润万家
——延边州大力开展民生工程建设采撷（上）

本报记者 张伟国 王雨 实习生 张敬源 马春雪

本报讯（实习生马春雪）海兰江

畔夏意浓，天赐福水祝丰收。7月 27

日，历时两天的 2019 年龙井市第十

届“中国朝鲜族农夫节”系列之龙井

朝鲜族泼水节(流头节）在裕龙湾水

上乐园开幕，现场1.5万余人参与活

动。

开幕仪式上，身着朝鲜族民族节

日服饰的少女举行了流头沐浴等民

俗活动。开幕锣声敲响，现场一片

欢腾。嘉宾、游客纷纷拿起水瓢、水

盆、水枪、水桶等嬉水工具相互泼

洒，祈福风调雨顺、幸福安康。据

悉，流头节起源于朝鲜族农耕社会，

“流头”一词为“东流水头沐浴”的简

称。节日当天，朝鲜族妇女到向东

流的河里洗头沐浴，祈求丰收健康。

此次流头节除泼水狂欢外，还设

置了浑水摸鱼、泡泡大战、音乐篝火

晚会、农乐舞展演、文化旅游推介

会、农特产品展览会等活动环节，内

容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吸引了大批

群众和游客围观。

近年来，龙井市坚持脱贫攻坚统

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致力于将全域

旅游产业发展与朝鲜族民俗文化有

机结合。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国朝鲜

族农夫节”已成为龙井市独特的朝鲜

族民俗文化名片。举办此次龙井朝

鲜族泼水节（流头节），旨在传承和弘

扬优秀的民俗文化，通过泼水狂欢、

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展示、文艺展演

等形式，全方面展示新时代龙井农民

脱贫致富的喜悦之情，把龙井建设成

为极具民俗特色的精品旅游小城，为

百年龙井文化增添激情与活力。

本报讯（实习生马春雪）人才是强市

之本、发展之基。近年来，延吉市不断拓

宽引才渠道，丰富引才方式，实现多方揽

才聚才。自2016年以来，共引进优秀高

校毕业生110人，不断优化延吉市人才队

伍，为加快推进美丽延吉建设激活智力引

擎，注入强劲动力。

优化居住环境，打造人才集聚新高

地。2017年，延吉市启动实施“人才安居

工程”，建设总投资近7000万元，总建筑

面积近1.2万平方米的延吉人才公寓，为

延吉市“招才引智”工程引进人员提供免

费入住3年的优惠政策。公寓内设有房

间236套，家电、网络等生活基础设施设

备一应俱全。还配套设有健身房、茶歇

室、乒乓球室、会议室、休闲天台、室外运

动场等，为入住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沟通交

流、娱乐休闲场所。目前，延吉人才公寓

已吸引来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延边国泰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及通过柔性引才

方式引进的负责延吉·中国参谷建设的3

名博士专家等多个领域50余名高层次人

才入住。

“我入住延吉人才公寓有一年多的时

间，这里居住环境非常好，在刚走上工作

岗位就得这样的关爱，感到非常温暖。”在

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工作的赵

彩虹告诉记者，她毕业于山东大学，是

2018年延吉市“招才引智”人员。在延吉

人才公寓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大家

经常一起交流，生活上互相帮助，工作中

互相学习，良好的氛围促使自己更有激情

地投入工作。

人才是第一资源和第一生产力。

2018年，延吉市启动实施“1+5校企人才

战略合作”工程，促成延边国泰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与延边大学工学院、延边职业

技术学院、吉林职业技术学院、延吉市职

业高级中学、延吉国际合作技术学校签订

“1+5人才战略合作协议”，在人才联合培

养、推动实习就业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全

方位地交流合作。5所院校每年仅汽车

检测、机械工程等专业便可向延边国泰新

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培养输送600余名毕

业生。

据延边国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运

营管理和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金天伟介绍，

公司会根据实际运营情况，向“1+5校企

人才战略合作”工程中的5所学校提供相

应就业岗位，帮助解决学生就业问题。校

企“双方”通过订单式培养、一线帮带培养

等方式，联合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也为

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快速发展培养

储备充足的后备力量。

强化资金支撑，提供创业“大礼包”。

2015 年，延吉市全面启动实施“返乡创

业”工程，实行第一年贷款全额贴息，第二

年和第三年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挂牌公告的贷款基准利率执行的创业贷

款利好政策。截至目前，共计向44名返

乡创业人员发放贷款1047万元，有效帮

助其解决了小微初创型企业创办初期或

是企业发展关键期资金方面的燃眉之急。

延吉市珠峰体育培训中心成立于

2017 年 5 月，现已在延吉市开设 3 个场

馆。校长杨梅说：“在开办第2个场馆购

买器材的时候，资金遇到了问题，得知延

吉市对返乡创业人员有资金扶持政策之

后，我申请到了20万元的无息创业扶持

贷款，及时解决了资金短缺难题。”

延吉市始终把人才工作纳入全市中

心工作全盘谋划，坚持人才资源优先开

发，以广聚天下贤才为核心，以发挥人才

势能为导向，以优化人才环境为保障，盘

活人才资源，促进延吉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

引人才 兴产业 促发展

延吉:全盘谋划激活智力引擎

本报讯（记者代黎黎）今年以来，延边

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发挥“e窗通”系

统优势，为企业提供便利，实现了从“面对

面”线下办理到“键对键”线上办理的根本

性转变。

“吉林省市场主体准入e窗通系统”

简称“e窗通”，该系统于2018年下半年正

式上线运行，随着今年3月起我省市场主

体的设立、注销登记全程电子化，申请人

可以通过“e窗通”进行企业名称自主查

询、比对、判断、申报，经系统检查通过后

即可使用，将企业设立登记办理时间压缩

至最短3个工作日内。同时，企业还可以

通过“e窗通”系统发布注销公示和进行

简易注销，将原本的注销公告办理发布时

间由45个工作日压缩为15个工作日，大

大简化了企业注销环节，降低了企业退出

成本。

“e窗通”系统充分运用“互联网+”技

术手段，将营业执照办理、公章刻制、发票

申领、社保登记和银行开户等环节贯穿

起来，各部门业务紧密协同、信息实时共

享，实现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实名认证、

身份识别及数字签名，办理的全过程可

以做到“无纸化、无介质、零见面”，并与

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多个系统互联

互通、信息共享，实现了“一套材料、一表

申请、一窗受理”，进一步简化登记程序，

缩短办理时限，有效解决了企业办理证

照“部门多次跑、材料重复交、办理时间

长”等问题。

仅今年上半年，延边州通过“e窗通”

系统新设立的市场主体达12418户；截至

7月15日，共有1753户企业实现网上简易

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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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记者走进和龙市

龙城镇富兴村农兴园花卉项目基

地看到，6栋占地6000平方米的

大棚内芳香四溢、五彩缤纷，孔雀

草、百日草、鸡冠花等15个品类

20多个花色的鲜花正蓬勃生长。

“这个项目是和龙市住建局

争取扶贫整合资金200万元，富兴

村与工农村共同开展的花卉项

目，所得利润用于贫困户分红。”

花卉项目经理盖荣国告诉记者，

花卉项目是去年开始兴建的，项

目不仅能分红，还可以增加就业，

当花卉移盆、装车等时间，会利用

周边村里闲散劳动力30余人，日

工资达100元以上。

花卉项目是富兴村脱贫增收

的项目之一，在脱贫攻坚战中，富

兴村由和龙市住建局包保。该局

成立了脱贫攻坚作战指挥部，制

定计划，健全机制，把产业扶贫放

在重中之重，将村内基础设施建

设常抓不懈，带领村民步入小康

之路。

富兴村距和龙市3公里，耕地

面积264公顷，在册人口750户

2414人，其中，建档立卡脱贫农户

110户159人。

为了促进村集体及贫困户增

收，和龙市住建局利用村内资源，

与村班子积极谋划产业。花卉项

目作为富兴村重点项目之一，

2019年至今已完成40万株草本

类花卉种植，产值达70余万元，

2018 年为贫困户每户分红 500

元，2019年计划为每户分红650

元。

在富兴村生态鸡项目场地

内，4300只公鸡经历120天成长

周期后，将进行售卖，预计收益在

7.8万元左右，还将为每户贫困户

分红650元。一项项重点项目的

落地实施，为富兴村持续脱贫、稳

定脱贫奠定了扎实基础。

因为富兴村距和龙市区较

近，村内流动人口多，环境卫生差

一直是困扰村民多年的老大难问

题。自和龙市住建局包保以来，

水泥路、路灯、围栏、垃圾池等基

础设施一一修建。

扶贫期间，富兴村危房改造

共30户，贫困户全部实现安全住

房；2018年，州、市住建局共同投

资94万元修建村内水泥路，基本

完成村内道路硬化工作，今年将全

面实现村内水泥路户户通；2018

年投资21万元完成美丽乡村文化

墙1500延长米，同时，为改善村内

垃圾无堆放地的问题，修建村垃圾

池6个，设置垃圾桶30个……

如今，走进富兴村，曾经泥泞

的土路不见了，干净平坦的水泥

路在雨水的冲刷下显得更加宽

敞；院内辣椒、茄子、玉米等蔬菜

长势喜人；夜晚，太阳能路灯照亮

了村民出行的道路，扶贫工作带

来的温暖也照进了村民的心里。

“我家这个房子以前是危房，

现在国家给盖了这个宽敞明亮的

房子。通过驻村工作队的努力和

付出，我们在吃水、出行等生活各

个方面都得到了提高。日子是越

过越好！”和龙市龙城镇富兴村村

民许凤玲高兴地说。

为民解忧谋福祉
“富兴”蝶变奔小康

本报记者 王雨

真情慰问暖人心

本报讯（刘甲毅）“八一”建军节来临之

际，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党员小分队走进

革命老军人朴忠烈老人家中看望慰问。

看到边检民警们的到来，老军人脸上露

出了慈祥的笑容。在朴忠烈老人的家中，边

检民警送上节日慰问品后，详细询问了老人

的身体生活状况，并与老军人共同重温那段

浴血奋战的历史。据了解，边检站自2000

年与朴忠烈老人结成党建对子以来，每年都

会通过走进老军人家中、邀请老军人来队上

党课等形式组织民警接受红色教育。

电商行业发展亮点频现

本报讯（记者代黎黎）今年以来，延边州

商务局把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推动经济

转型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

举措全力推进，取得良好成效，各项电商数

据稳居全省前列。

据吉林省电商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延边州农村网络零售额36.84亿

元，占比全省 37.58%，全省排名第一。延

吉、敦化等5个县市农村网络零售额位列全

省前二十，延吉农村网络零售额实现24.16

亿元，保持全省县市第一；全州网络零售额

突破40.17亿元，占比全省15.94%，全省排

名第二；全州电商交易额实现368.42亿元，

全省占比9.65%，紧随长春、吉林之后，位列

第三。

让红色基因花开绽放

本报讯（田文良）近年来，敦化市黑石乡

长福村关工委重点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

做时代新人”和“六互”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

活动，引导青少年汲取优秀精神滋养，定位

人生坐标。

全省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黑石乡老

年协会总会长吕兴福积极开展“红色乡土文

化进校园”主题活动，协调关工委抓好关心

下一代工作，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向

青少年传承抗联精神上，并用自己的微薄之

力帮助4名贫困学生渡过难关，受到群众的

好评。

在关心下一代茁壮成长的同时，一批

像吕兴福这样的“五老”人员活跃在传承红

色基因的第一线，努力加强青少年思想道

德教育，培育核心价值观，树立了一批青年

典范。

延边视点延边视点

仲夏花海香意浓，熏得游人醉不归。7月27日，一场以暑假课外实践和亲子活动为主题的小学生消夏露营节在图们市

日光山花海景区拉开帷幕。当日开展了“花海迷你跑”、“涂鸦花海”比赛、水枪大战等活动。当晚，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在

日光山花海民俗风情园内露营扎寨，并在营地参加了篝火晚会，观看了美丽的焰火。大家还手挽着手，在篝火前唱起了歌

曲《我和我的祖国》，共同歌唱伟大祖国和幸福美好的生活。 代黎黎 摄

泼水节现场。 马春雪 摄

龙井朝鲜族泼水节龙井朝鲜族泼水节（（流头节流头节））开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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