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通化县金斗乡广信朝鲜族民俗村，

20余户朝鲜族风格仿古民居映入眼帘，屋内

朝鲜族服饰、乐器一应俱全。1万多平方米

的朝鲜族文化主题广场上，民族雕塑、木质长

廊、风车甬道、多人秋千等民族特色设施数不

胜数，往来游客络绎不绝，纷纷赞叹。这一发

展快速的乡村民俗旅游产业去年为村集体增

收1万余元，贫困户人均分红600元。当前，

脱贫攻坚已进入冲刺期，通化县盯紧抓牢“两

不愁三保障”任务落实，突出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结果导向，围绕贫困村产业发展精准发

力，大力促进贫困户创业就业，持续巩固提升

脱贫成果。

特色产业是脱贫攻坚的金钥匙。通化县

牢牢牵住这个“牛鼻子”，编制了《通化县产业

精准扶贫规划2019-2020年》，并投资1607.9

万元，规划产业扶贫项目29个，积极发展特

色产业。

兴林镇红色旅游资源丰富，曲柳川村

累计投资186.5万元的河里抗日根据地纪

念馆是集红色抗联历史文化回顾、乡村民

俗体验、生态休闲养生为一体的旅游景点，

在推动当地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步伐的同

时，有效解决了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难

题。2018年底，带动该镇5个行政村96名

贫困人口增收。贫困户张永贵告诉记者，

依托村里的红色旅游产业，他每年能分红

2900元，生活水平得以改善，今年就可实现

脱贫。

通化县还以市场为主导，探索出“政

府+龙头企业”的合作模式，增强扶贫产业

的抗风险能力。通化禾韵公司550亩蓝莓

种植基地项目，去年年底收入 95.8 万元。

今年又投入800万元与通化丰禾农产品有

限公司等 5家农业龙头企业合作，预计可

获得收益60余万元。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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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县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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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7日讯（记者王丹）受今年第13

号台风“玲玲”北上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将

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省委书记

巴音朝鲁今天上午来到省应急管理厅指挥中

心紧急召开全省防御台风工作视频调度会

议，全面安排部署全省防台防汛工作。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把保

障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进一步强化责任

意识和使命担当，克服一切麻痹思想和侥幸

心理，严阵以待、积极行动、扎实工作，坚决打

赢防台防汛这场硬仗。

在省应急管理厅指挥中心，巴音朝鲁通

过卫星云图仔细察看台风走向及对我省影

响，详细了解我省防御准备情况。随后，巴

音朝鲁听取了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

管理厅安排部署和应急的准备情况，以及通

化市、辽源市、吉林市、长春市等地防台防汛

工作汇报。

巴音朝鲁指出，随着第13号台风“玲玲”

影响逼近，我省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风、强降雨

天气，并可能出现洪涝内涝、山体滑坡、泥石

流等灾害风险。这次台风的特点是短、快、

急，各地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严阵以待，牢

固树立“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切

实加强领导、周密部署、强化措施，全力以赴

打赢防台防汛这场硬仗。

巴音朝鲁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

指示精神，严格落细落小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确保不留死角、不留隐患。要坚持以人为本、

生命至上，坚持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

标要求，进一步抓好责任落实、工作落实、措

施落实，对工作不到位不落实、造成人员伤亡

的，坚决追究责任。要认真排查各类隐患，特

别是围绕防范强风和强降雨，突出抓好建筑

工地、高空作业点、街区广告牌等重点部位排

查，高度重视矿区、景区等薄弱环节，有效防

止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及山洪等灾害

发生，同时科学调度、合理泄洪，做好河道及

水库上下游贯通准备。要组织好应急队伍和

应急物资，一旦有险情要及时开展救援工作，

特别要注意危险地带人员转移，确保万无一

失。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提高政治站位，坚

持责任重于泰山，做到思想上更加重视、工作

上更加主动，坚守岗位、靠前指挥、科学调度，

确保防患于未然、确保一方安全。

高广滨、张安顺、吴靖平、李悦参加会议。

巴音朝鲁在全省防御台风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

全力以赴打赢防台防汛这场硬仗
坚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 9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津巴布韦前

总统穆加贝不幸逝世向津巴布韦总

统姆南加古瓦致唁电。习近平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

义，对穆加贝前总统逝世表示沉痛

的哀悼，向津巴布韦政府和人民以

及穆加贝先生亲属表示诚挚的慰

问。

习近平表示，穆加贝先生是津

巴布韦和非洲杰出政治家和民族

解放运动领导人，生前多次访华，

为推动中津、中非友谊合作作出了

卓越贡献。他的逝世是津巴布韦

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

去了一位老朋友、好朋友。中方珍

视中津兄弟般的传统友谊，愿同津

巴布韦政府和人民一道，继续扩大

和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推动中津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

展。

习近平向津巴布韦总统致唁电
悼念逝世津前总统穆加贝

“以棚膜经济为主的园艺特产

业发展到35万亩，产值实现82亿

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8%。去年，榆

树市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实

现290亿元，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

1000户，规上企业达到89户，长春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66户，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504元，超

过全省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榆

树市副市长高洪洲对记者说。

多年来，榆树市委、市政府着力

优化提升农业产业结构、着力推动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着力培育创

新发展新动能，不断拓展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有效途径，使这个素有“天

下第一粮仓”美誉的县级城市在广

袤的的黑土地上悄然崛起。经过近

年来的持续发展，榆树市农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从过去的

产粮大市向农业强市嬗变。

电商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榆树市挖掘农产品资源优势，通

过电子商务平台让产品与消费者有

效衔接。积极引进知名电商入驻民

营经济创业园区，打造电子商务产业

示范基地。启动实施“金土地店店

通”工程，开展农村电子商务试点示

范，鼓励和引导群众网上创业，全市

返乡就业大学生2000余人，现有网

民60多万，培育了坤泰农产品展销

中心、郭老舅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青

岳精品编织有限公司等7家长春市

首批农村电子商务示范点，2018年实

现网上销售额2000多万元。

本地最大的电商企业坤泰现代

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曙光说，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经营的

乾蕴牌榆树大米取得了长春市、吉林省及国家级众多荣誉。在

网络上，“2018中国十大好吃米饭”成为了热搜词，乾蕴牌榆树

大米排名十分靠前。2018年，企业大米销售额突破8000万元。

过腹转化变粮食包袱为财富

榆树市把发展畜牧经济作为产粮大县实现粮食就地转

化、过腹增值的有效途径，拓展了从“五谷丰登”到“六畜兴旺”

的富民强市之路。据榆树市农业局负责人介绍，截至2018

年，榆树市畜牧业总产值达到67亿元，约占农业总产值的

43%。在弓棚镇建设了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年交易量120

万头、东北地区最大的生猪交易市场，搭起外连市场、内连农

户的生猪销售通道。榆树市连续11年获得生猪调出大县称

号，生猪数量发展到285万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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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娜）在中国，坐月子已经是女性产后必

需的隆重仪式。曾经，经济的落后，物质的匮乏，再加上错

误观念的桎梏，女性在坐月子期间受了不少折磨，一些陈规

陋习严重影响着产妇的身体健康。而在吃的方面，产妇餐

桌营养也非常单一，很长一段时间，鸡蛋、红糖、小米粥成了

“月子餐”的标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物质种类的丰富，物流

业的发达，产妇的餐桌逐渐丰富起来。现在，在保障“吃得

好”的前提下，女性对坐月子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营

养又要身材，憧憬着“内外兼修”。 （详见今日第四版）

坐月子：从红糖鸡蛋到私人定制

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这是

高校综合改革的总体目标。而创新高校学生

发展服务模式是推进“三全育人”发展的重要

方面。

2018年6月以来，吉林农业大学以探路

者的姿态启动“人生领航”学生发展工程，紧

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学生事务与发

展工作为突破口，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人才

培育模式，实现了从“教”走向“育”，构建了育

人新模式，营造了育人新生态，全面提升了人

才培养水平。

打造成才网络大平台

开卷有益。这个暑假，大三学生赵毓读

起了《马克思传》。“它不是老师布置的功课，

是我确实想了解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在一个多

世纪里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和精神。”

赵毓是学校“人生领航”学生发展工

程的首批受益者。2018 年，学校启动了

“学生成长网络服务平台”建设，这是工程

的重要部分。 （下转第三版）

照 亮 成 长 的 航 向
——吉林农业大学实施“人生领航”学生发展工程纪实

本报记者 缪友银 实习生 孙宇娇

在白山市中心城区的商圈里，有一个地

方在广大从业者心中始终红旗飘扬。在这

里，他们系统学习党章党史，接受技能培训，

参加公益活动，咨询政策法规……这里就是

浑江区红旗商圈党建指导服务中心，每天人

来人往，络绎不绝。

五联5F 夯实红色阵地

红旗商圈是白山市区最富活力、最具人

气的区域，聚集商贸、培训、医疗、金融等10

个区块，有企事业单位503家，从业人员超过

3000人，其中有党员263名。

作为新兴领域，商圈里的企业五花八门，

人员分散。为做好这一领域的党建工作，浑

江区大胆创新、勇于实践，于2018年4月打造

了全市首个商圈党建指导服务中心，建立“红

旗商圈综合党委+社区党总支+非公企业和社

会组织党组织”的架构体系。按照“双覆盖”

要求，将商圈分成5个网格，落实社区对区域

内“小个专”企业的兜底，建立详细的非公企

业和社会组织登记台账。针对没有党员或仅

有个别党员的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通过成

立派驻党支部、联合党支部和选派党建指导

员等方式，实现商圈内党的工作全覆盖。同

时，通过创新“五联5F”工作机制、推行“七色

服务”，搭建商圈内党员群众“红色之家”、红

领“益客”活动平台、创新创业人才高地和党

群组织孵化基地，下活了商圈党建“一盘棋”。

为了破解封闭运行、条块分割、各自为战

的不利局面，该中心确定了“轮值引领”党建

工作理念，探索推行“组织联建、党员联管、活

动联抓、服务联动、资源联用”五个联动协调

机制，在推动商圈各领域党建资源共享、平台

共建、工作共抓、问题共解、活动共办的同时，

实现了“齿轮式对接、抱团式取暖”。

主动出击，服务优先。该中心以覆盖、孵

化、富业、服务、扶持“5F”模式带动商圈良性发

展。协调就业、司法、民政、药监等行业部门，

以“你点我送”为主要服务手段，制定21项“菜

单式”服务，帮助商圈内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开展“叩门式”服务，引导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成立党组织。积极组织开展创业大讲堂、学习

党章党史、培训技能、扫黑除恶、诚信经营等各

类主题活动，为小微企业送去“及时雨”。

七色服务 厚植红色根基

“在指导服务中心的帮助下，我们公司的

党建工作找到了奋斗的方向。通过各项活动

的开展，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党组织的凝聚

力也不断增强。 （下转第三版）

红 旗 飘 扬
——白山市浑江区非公党建记事

本报记者 王春宝 通讯员 王力立 蔡冲春

近年来，农安县在波罗湖保护区大力开展生态环境整治工作，启动实施“河湖连通工程”，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目前已吸引东方白鹳、丹顶鹤、大鸨、白鹤等21万只鸟类栖息。

本报记者 宋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