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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春雪）11月8日，记者从

延边州污染防治攻坚“2019秋冬百日会战”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聚焦保持环境空气质量

稳定、推动断面水质改善和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整改三大任务，延边州全力开展8方面工

作内容，16项具体任务。

据了解，延边利用秋冬时间集中开展会

战，旨在传导工作压力，巩固夏季攻势成果，

加快推进污水治理设施等重点项目建设，补

齐基础设施建设突出短板。实施会战活动，

将为延边州全面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奠定坚

实基础。

此次秋冬百日会战8方面工作内容主要

有：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严格水污染防治

设施运行监管，切实解决涉水生态环境问题，

加强管控煤烟型污染，强化秸秆禁烧、限烧管

控，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整治“散乱污”企

业，推进自然保护区问题整改。

截至今年年底前，将完成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及管网改造工程13个，规模化畜禽养

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建设项目52个，全州工

业炉窑和124台大型锅炉必须实现达标排

放。加强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集聚区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行监管，对于超标排污等

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全州各

县市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10蒸吨及以下燃

煤小锅炉，确保20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长

期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严厉打击超

标排污行为。11月底前，全面完成离田工

作，夯实秸秆禁烧工作基础。禁烧区内实行

秸秆全面禁烧，统筹做好限烧区的计划烧除

工作。

全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延边开展“秋冬百日会战”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规定，现对王冰等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王冰，男，1969年12月生，满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委办公厅副主

任、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现任白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市（州）党委

正职。

万桂双，男，1973年12月生，汉族，中共

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委组织部研究

室（政策法规处）副主任（副处长）、主任（处

长），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现任吉林省委

组织部干部四处处长。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麦朝，男，1969年 2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农委园艺特产处

副处长、科技教育处副处长、对外经济处副处

长、农垦处（局）处（局）长。现任吉林省农业农

村厅人事处处长。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王晓南，女，1980年6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国土资源厅规划处副

处长、调控和监测处副处长、法规处处长。现

任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副书记（正处长级）、

党组成员。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金宝山，男，1973年11月生，汉族，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曾任省政府驻北京办事

处经济联络处副处长、经济联络处处长、信息

处处长。现任吉林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办公

室主任。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李春然，男，1973年5月生，满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青运史研究室副

主任，团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未成年人保护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团省委宣传部部长、学校

部部长，省政协文化教育卫生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现任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机关党委专职

副书记。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毛向阳，男，1972年5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曾任省委组织部干部四处副处

长、处长。现任吉林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处

长。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齐晏，男，1969年 8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省委党校大学学历。曾任白城市委办公室

副主任，白城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

任。现任白城市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市发

改委党组书记（兼）。拟任省属本科院校副职。

对上述公示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于

2019年11月15日前以信函、电话、短信、网

上举报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一处

（举报中心）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签

署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通信地址：长春

市新发路577号，邮编：130051。举报电话：

0431-12380，短信举报平台：15584212380，举

报网站：http://www.jl12380.gov.cn。

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

2019年11月8日

省管干部任职前公示公告
（2019年第11号）

他用脚步丈量着村里的每一寸土地，用

真心、真情、实干抒写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

诗篇……他就是镇赉县建平乡三合村第一书

记刘健。

2018年4月，省工信厅交通处副处长刘

健被选派到三合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刘健

从小在城镇生活，虽然缺乏“三农”经验，但他

暗下决心，一定要在第一书记的岗位上干出

点名堂。

刘健深刻研读了省、市、县脱贫攻坚的政

策和文件，认真落实各级各部门关于脱贫攻

坚的部署和要求。他还虚心向担任过第一书

记的同事学习请教，反复琢磨思考，揣摩工作

思路。

从驻村的第一天起，刘健就把熟悉情

况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步，登门入户走

访，挨家挨户听民声、察民情，慢慢地和

村民熟络起来。为尽快取得群众信任、理

解和支持，他和村“两委”班子一起印发

了“便民服务联系卡”，方便与群众联系

沟通。

刘健深知，驻村帮扶不是简单地给钱

给物，更要帮助村里厘清发展思路、破解发

展难题、早日脱贫致富。本着“合理转化、科

学发展”的原则，他积极引导农户调整优化

种植结构，针对三合村日照充足、土壤和水

质呈弱碱性的特点，他决定打好小米的“弱

碱牌”。

村里鼓励贫困户种植谷子，还成立专业

种养合作社，走出了一条统一品种、统一田间

管理、统一销售的新路。在刘健的积极努力

下，村里注册了“赉合香”商标，并以村集体入

股合作社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合作社购买

了磨米机、色选机、抛光机、真空包装机、激光

打码机等生产设备，建起了小米加工厂，并办

理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实现标准化生产，提升

产品的品质。

全省“第一书记代言”活动开展以来，刘

健积极捕捉市场信息，利用贫困村电商平台、

新闻网络媒体等宣传产品，进一步扩大市场。

与电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线上销

售和线下参加各类交易会、展销会等拓宽销

售渠道。目前，通过“新时代e支部”发布产品

视频资料，点击量达到1万余次。截至目前，

线上线下共销售小米4万余斤，实现销售收

入23万元。

“我代言的产品是‘赉合香’牌小米。三合

村生长出的小米呈天然弱碱性，富含人体所

需的氨基酸、维生素、胡萝卜素以及多种矿物

质。”刘健说，该产品经过9道工序精心打磨，

味道纯正、营养丰富，欢迎广大消费者前来品

尝选购，助力脱贫攻坚。

打好小米“弱碱牌”
本报记者 李抑嫱

(扫一扫 了解第一书记代言产品)

本报讯（记者杨晓艳）11月6日，我省首个企业信用报告

自助查询点在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征信服务大厅落

地，另有18台自助查询设备也将于月内在省内各市（州）征信

服务大厅和政务服务大厅陆续开放查询，为一站式政务服务

提供更多便利。同时，第二批48个商业银行代理个人信用报

告自助查询点也正式对外服务。至此，我省成为东北三省首

个实现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均可自助查询的省份。

据了解，与现行柜台查询相比，企业信用报告自助查询在

便利性上有突破性改变：一是无需任何纸质材料，全程电子

化。二是方便快捷，只需企业法人或代理人事先在手机支付

宝或微信中下载电子营业执照，用电子营业执照和二代身份

证原件按照系统提示进行操作，2分钟之内即可自助完成查

询和打印。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已在全省布放

信用报告自助查询设备165台，具体网点信息可在中国人民

银行长春中心支行网站公告获悉。

我省企业信用报告实现自助查询

本报讯（张强 记者张力军）省自然资源厅充分发挥要素配

置作用，不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全力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力保障贫困地区项目用地。为切实提高贫困地区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用地服务水平，保障落户人口的住房及教育、

医疗、养老等民生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安排必要的产业

用地，他们着力推进“人地挂钩”工作。在按有关规定下达15

个贫困县省级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基础上，额外为每个

国家级贫困县每年增加600亩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剩余

指标允许结转使用。同时，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休闲和乡村

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保障相关基础设施用地。

支持贫困县增减挂钩指标在省域内调剂。支持具备条件

的贫困地区运用增减挂钩政策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今年，共完

成大安市大岗子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二期项目，图们市

长安镇长上村、河东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的审查工

作，可帮助获得指标收益3.78亿元；完成长春净月开发区项

目区使用长岭县增减挂钩节余指标94.55公顷，长岭县获得

收益1.7亿元。

推动贫困地区土地指标跨省调剂。6月收到财政部拨付

的2018年度吉林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调

剂资金3.64亿元，全部用于通榆县和汪清县两个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工作。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已下达我省两项土地

指标跨省调剂任务，预期收入18亿元，已下达调剂收入13.36

亿元，其中大安市8.4亿元，前郭县4.96亿元；下达我省2019

年度增减挂钩跨省调剂指标任务1200亩，预期收入4.8亿元。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助 力 脱 贫 攻 坚

本报讯（记者陈婷婷）11月8日，记者从长春海关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关总署2019年第161号公告已于10月

17日起正式实施。自此，进出口企业、单位在海关发现前主

动披露影响税款征收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可免予行

政处罚，并不列入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记录。

主动披露是指与进出口活动直接有关的企业、单位主动

向海关书面报告其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并接受海关处

理。这是海关进一步落实简政放权、强化事后监管的重要举

措。海关总署自2014年开始实施主动披露制度的试点工作，

2014年11月6日，海关总署公布的《海关全面深化改革总体

方案》中明确提出“建立‘主动披露’制度，企业主动报告违规

问题或差错的，可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自此以后，这项工

作正式命名为“主动披露”。

据了解，新规实施后，在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三个月

内向海关主动披露、主动消除危害后果的，以及在涉税违规行

为发生之日起三个月后向海关主动披露，漏缴、少缴税款占应

缴纳税款比例10%以下，或者漏缴、少缴税款在人民币50万元

以下，且主动消除危害后果的两种情形可不予行政处罚。

长春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主动披露是海关引导进出口

企业守法自律，自查自纠，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改

善营商环境的有效尝试。据悉，除了召开新闻发布会，长春海

关还通过向企业制发“主动披露”通知书、派发“主动披露”宣

传册等方式，帮助企业了解“主动披露”的详细流程、披露重点

等问题。

海关简政放权强化事后监管再出新举措

“ 主 动 披 露 ”可 免 于 行 政 处 罚

年初以来，集安市凉水乡持续对境内河道和各村环境卫

生进行整治，切实解决“脏、乱、差”问题。图为村民积极参与

环境建设。 刘平宇 摄

本报讯（宋明月 吴廷 记者尹雪）白城

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问题同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

蝇”结合起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立案

审查调查150人，给予党政纪处分122人，移

送司法机关21人，查处涉黑涉恶“保护伞”

55人。

白城市纪委监委坚持将领导力量、办

案力量向扫黑打“伞”倾斜。在成立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基础上，又成立 3个

打伞“专班”，下设若干专案组，并主动强

化与政法机关的信息沟通和日常工作协

调，建立健全各项协作配合机制，形成工

作合力。2018 年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接收扫黑办、公安等政法机关移送问题线

索136条，并优先组织力量开展核查，主动

向各级扫黑办、公安机关移送黑恶犯罪线

索82条。

深挖彻查，全力打“伞”破“网”。去年以

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

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全面筛

查涉黑涉恶腐败和充当“保护伞”及失职失

责问题线索，一律一查到底、一网打尽。一批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得到查办。

如，镇赉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郑伟、朱

跃武因涉嫌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先后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平安镇派出所原所长

刘洪生因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受到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

移交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同时，白城市纪委

监委强化问责追究，倒查黑恶案件背后主体

责任和监管责任，对史淼、张磊、刘中正等重

点涉黑涉恶案件开展“一案三查”，共问责

142人。

坚持惩治和教育相结合，正面引导和反

面警示相统一。突出关口前移、抓早抓小，充

分发挥典型案件警示教育作用，对查处的涉

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点名道姓通报

曝光。2018年以来，全市共通报曝光典型案

例7期32起。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发出纪

检监察建议书15份，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查

找漏洞、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整改落实，达

到健全一项制度、规范一个单位、治理一个

源头的效果。

白城:强化扫黑除恶监督执纪问责

近日，长春大学

旅游学院艺术学院党

总支与团委携志愿者

走进长春 158 中学

（小学部），开展“大手

小手握画笔，共建祖

国共美好”主题义务

支教活动。

本报记者 王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