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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1日讯（记者李抑嫱）今天下午，副省长张志

军在长春会见了来我省访问的日本鸟取县统辖监高桥纪子

一行。

张志军代表省政府对高桥纪子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他说，今年是吉林省与鸟取县友好交流25周年，在两

省县共同努力下，双方不断深化交流交往，取得积极成

效。当前，吉林省正在抢抓东北振兴机遇，希望双方进一

步加大沟通力度，加强高层互访，促进形成全方位、多领

域、深层次的开放交流格局。同时，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

搭建平台，积极开展经贸、农业、医药、教育、文化、旅游等

领域的合作。2020年，吉林省将举办“首届东北亚大学生

文化周”，欢迎鸟取的青年朋友们积极参与，共同搭建起青

年友谊交往的桥梁。

高桥纪子表示，将积极宣传推介吉林，促进交流交往，

务实深化合作，推动双方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

会见后，双方举行了纪念吉林省与鸟取县友好交流25

周年相关活动。

省领导会见日本客人
本报讯（吕昆晟 记者粘青 实习生于小

博）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

视频推进会议精神，持续深化巩固“基本解决

执行难”工作成果，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

奋力挺进，切实提升执行工作质效，高质量完

成2019年确定的工作目标任务，结合我省法

院执行工作实际，省法院决定从11月1日至

12月31日，在全省法院开展“冬季风暴”执行

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将进一步加大涉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力度，建

立清晰台账、绿色通道，做到快立、快执，狠抓

大案及首犯的执行，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的，

在6个月内执行完毕；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按规

定终结执行或者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加大职

务犯罪刑事裁判财产部分的执行力度，摸底排

查案件底数，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全面查控

涉案财产。加大涉民生案件的执行力度，全面

统计排查涉及人民群众生存、生活的涉民生案

件底数，严格做到对涉民生案件优先立案、优

先执行、优先发放执行案款，有效维护涉民生

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大涉金融

债权和金融犯罪案件的执行力度，确保有财产

可供执行案件于年底前完成资产处置、分配、

交付等工作，并加强对全省法院重大涉金融犯

罪案件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涉众

型金融犯罪案件的统计排查，加强督办与指

导，确保案件得到妥善处理。对党政机关和国

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债务案件加大执行力度，

加大案件化解力度，推动有关党政机关、国有

企业制定清偿计划，力争年底前涉农民工工资

拖欠案件全部“清零”。

切实提升执行工作质效

全省法院“冬季风暴”行动拉开序幕

“我来了，就是帮大伙儿解决问题谋发展

的！”这句话，是46岁的崔宝坤时刻念在心里

的承诺。

扎根基层磨砺成长25年，他是一名守土

尽责、勇于担当的基层干部，更是一名满怀赤

子情怀、坚守为民初心的人民公仆。自担任

通化县二密镇党委书记以来，崔宝坤抓党建、

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带领全镇广大干部

群众真抓实干、勤政务实，走出了通化县二密

镇的特色发展道路。

勇担当顾大局——组织信任的好干部

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

扶贫资金、优惠政策向乡镇倾斜，这让崔宝坤

看到了群众脱贫致富的希望。在脱贫攻坚战

中，他全面落实“一村一方案、一户一政策”的

精准扶贫计划，为各村扶贫项目把关，扶持发

展向阳村中药材种植项目、马当村无公害蔬

菜种植和采摘园项目、正岔村玉米深加工和

圆白菜种植项目等特色产业，采用“雇工+分

红”的模式，保障了全镇153户278人脱贫不

返贫，预计今年底剩余贫困户将全部脱贫。

在环保督察行动中，崔宝坤加大生态环

境保护、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力度，投资2050万元新建日处理能力100吨

的马当垃圾处理厂，彻底解决二密镇及周边

四棚乡、光华镇、兴林镇和港务区6个所辖村

垃圾处理的难题。

重民主讲方法——大家信服的好“班长”

“只要真心为民办实事，缺人缺经费我去

想办法。”这句话是崔宝坤常挂在嘴边鼓励大

伙儿干事的话。不仅如此，作为乡镇党委书

记，他大力发扬团结民主作风，经常与其他班

子成员交流、交换意见，在事关全局重大问题

的决策上，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提高决策的

民主化科学化。

在抓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崔宝坤先

后制定出台早晚签到、请假销假、财务管理、

谈心谈话等制度，通过年终考核评优，奖优罚

劣，有效解决了机关干部作风懒散、人浮于事

的现象。

在村干部管理方面，对敢于担当、善于担

当的村干部实行容错纠错机制，保护和调动

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严格落实一岗双责、

三重一大、五个不直接分管等相关制度，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机关干部和村干部的精神面

貌得到较大改观，赢得了群众的普遍好评。

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位大事讲原则、小事讲

风格的好领导。

抓发展惠民生——心系百姓的好公仆

2016年，崔宝坤初到二密镇，适逢通化

国际内陆港务区成立，镇行政区划面临重大

变革，二密村、庙东村、德胜村、北甸子村、大

连川村和西岔村6个村被划走，全镇基础设

施建设改造迫在眉睫。

当时，各项工作还未正式完成交接，二密

镇还需管理事涉港务区6个村的部分工作和

葫芦套村扶贫工作。他顾全大局、顶住压力，

抓紧时间调研，积极与通化国际内陆港务区

和医药高新区进行沟通协调。

2016年至今，全镇9个村基础设施建设

全部完成。新修建乡路12.16公里，屯路19

公里，村路10公里；新建、改造围墙18公里，

边沟5.18公里；新建景点14处，党史、村史馆

7个；新修建堤防推坝4.7公里，浆砌石9.3

公里；打造文化墙1.9万余平方米，诗词文化

长廊2000余平方米。异址新建马当小学教

学楼，建设马当垃圾处理厂，打造马当村省级

绿化示范村屯、正岔村省级重点村，实施马当

村康养文化广场项目。全镇改造危房254

户，改厕254户，打造美丽庭院186户、干净人

家96户。

思路清头脑活——懂经济的多面手

崔宝坤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秉承“工业

强镇”的发展理念，助推医药、化工、矿产、机

械制造等工业支柱产业快速发展，规划出通

化化工产业园区、石油机械制造产业园区和

木材加工园区三大园区，全力打造二密镇“五

位一体”特色产业布局，发展壮大粮油加工、

木材加工、蔬菜种植、畜禽养殖和中草药种植

五大特色产业基地。

结合通化市“五转”工作，崔宝坤还积极推

动大项目建设，为通源新能源、中基华交通、荣

邦沥青、天瑞建材等规模以上企业提供优质服

务；全力支持通化双龄铁矿和耀来铁矿等老牌

企业恢复生产；引进宏光石油机械配件制造项

目。本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

念，引进秋硕生物质新材料有限公司万吨级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和马当振豪现代农业

产业园项目。目前，全镇一二三产业布局合

理，产业链提档升级，经济增长稳中向好。

一 心 为 民 勇 担 当
——记通化县二密镇党委书记崔宝坤

本报记者 李铭

本报讯（记者何琳娣）2019年1至9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

信访举报46193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2778件，谈话函询3586件次，立

案15098件，处分10242人（其中党纪处分8787人）。处分厅局级干部

78人，县处级干部419人，乡科级干部1321人，一般干部2509人，农村、

企业等其他人员5915人。

2019年1至9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

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18814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

助8159人次，占43.4%；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8508人次，占45.2%；运用

第三种形态处理667人次，占3.5%；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1480人次，占

7.9%。

省纪委监委通报2019年1至9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处分人员按职级划分图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占比图

近日，国网吉林供
电公司组织党员到磐石
市东山红色文化主题公
园，追寻英雄足迹、重走
抗联之路，牢记使命担
当。图为党员们在“第
一枪广场”重温入党誓
词。

孔祥超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本报讯（记者尹雪）针对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组提出的“全省煤质领域监管存在盲

区”问题，洮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精心

组织，强化落实，实现煤炭领域监管工作全

覆盖，规范煤炭市场经营行为，确保煤炭市

场健康有序运行。

工作开展之初，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按照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成立了专项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实行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牵头抓，职能科室分线抓，各市监

所具体抓的工作新局面，使监管无盲点，做

到层层任务明，各个责任清。同时，为解决

煤炭监管工作中的难点和漏点，洮南市政

府制定并下发《关于开展煤炭市场专项整

治的实施方案》，组建由市监、公安、环保、

城管、住建、国土6个部门构成的联合检查

组，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切实加强洮

南市煤炭市场监管力度，在完成环保督察

整改工作的同时，极大改善了市区内居住

环境。

为实现对煤炭市场规范有序监管，洮

南市在市区内设立禁燃区，既符合环保要

求，又充分体现民生之需要。通过监管人

员的努力，将处于禁燃区内煤炭经营业户

全部搬迁至禁燃区外，对煤炭经营业户进

行合理布局，实现规范化、区域化管理，解

决煤炭扬尘对市区居民生活的影响。

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开展日常

检查与专项检查、定期产品质量抽检、相关

部门联合检查相结合的监管模式，组织监

管工作人员对全市煤炭经营业户进行逐户

摸排，坚决查处销售劣质煤炭的违法经营

行为，达到“惩戒一户，带动一片”的效果。

建立健全煤炭经营业户进销台账制度，实

现可追溯、可查清流向，对没有煤质检验报

告的煤炭产品不予进货、不予销售，从源头

上解决不合格煤炭销售问题，实现煤炭经

营业户全覆盖、零死角、无盲区监管。同

时，通过系列宣传活动，提升居民参与煤炭

监督的热情，逐渐形成全民参与、齐抓共管

的良好局面。

层层任务明 各个责任清

洮 南 煤 炭 领 域 监 管 全 覆 盖

本 报 讯（ 樊 祥
坤 宋明月 记者粘
青）11 月 5 日，公主

岭市人民法院依法

对毕军海、曹凤莲

等人涉恶势力犯罪

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10月，毕军海曾雇佣他人实施故

意伤害犯罪，致人重伤；2010年末，又与曹凤莲雇佣他人开

设砂场，非法采砂谋利；2011年至2016年间，二人以非法采

砂、高利放贷为依托，逐渐形成了以毕军海、曹凤莲为纠集

者，毕国、赵振德、曹志刚参加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为非作

恶、欺压百姓，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

会影响。

法院审理认为，毕军海犯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强迫

交易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

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曹凤莲犯敲诈勒索罪、强迫

交易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骗取贷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其余被告人分

别被判处一年半至一年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

公 主 岭 市 人 民 法 院 公 开 宣 判
毕军海、曹凤莲等人涉恶势力犯罪一案

本报讯（记者李婷 姜岸松 通讯员马岚芙）在脱贫工作

中，妇联怎么有所作为？吉林市的一个做法是：通过“专兼

挂”提高队伍工作能力，实施“一对一”帮扶工作做到家。

吉林市妇联注重培养和提高专职干部工作能力，在扶

贫脱困工作中当先锋。桦甸市妇联执委刘丽霞依托木耳种

植合作社，带动贫困户一年分红总额46万元。与此同时，吉

林市妇联还通过兼职和挂职，吸收各界妇女精英和能人，壮

大妇联队伍。在这些兼职和挂职的妇联干部中，女企业家

型挂兼职妇联干部因地制宜开展培训，把面点制作和手工

编织等实用技术送到贫困村；致富女能手型挂兼职妇联干

部则带动周边妇女发展产业，共同走上致富路。市妇联兼

职副主席方长丽是一位企业家，她带领女企业家协会会员

连续两年帮助舒兰市水曲柳镇六道村销售村扶贫基地木耳

4000斤，保证了贫困户年底分红。大世界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校长赵亲北是昌邑区妇联兼职副主席，深入到贫困村开

办扶贫技能培训50班次，培训2000多人，80%的学员实现就

业。还有很多这样的兼职、挂职干部，与专职干部一起，形

成妇联多元化的扶贫队伍。大家用心用情抓好扶贫扶智、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健康扶贫、爱心助力扶贫工作，撑起了

脱贫攻坚的“半边天”。

吉林市妇联还以“专兼挂”干部为骨干，与城乡贫困妇

女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通过日常联系、定期慰问和项

目扶持，帮助贫困姐妹脱贫。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800多名

贫困妇女受益。

干部“专兼挂”帮扶“一对一”
吉林市妇联脱贫攻坚在行动

本报11月11日讯（吴林锡 记者陈沫）今天上午，国家

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吉

林省林业和草原局、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黑龙江省森

林工业集团、长白山森工集团，吉林、黑龙江两省森林公安

局联合在珲春举办“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区2019今冬明

春清山清套、打击乱捕滥猎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启动仪

式。来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区各责任单位代表、森林

公安和防火特勤中队代表、各分局管护站代表300多人参

加仪式。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是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历经两年多的实践取得阶段性成果基础上实施推进的，

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东北虎豹

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营造安全生活环境的必要手段。

根据监测记录显示，试点以来，试点区标准化巡护总里

程从试点前的7457公里增加到现在的168386公里，年度巡

护里程增长21.6倍。试点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

得到进一步提升。试点区猎套密度比试点前降低了98%，多

个分局实现了无新套的目标。随着反盗猎力度的加强，试

点区有蹄类丰富度持续增长。试点期以来，记录到新繁殖

的老虎幼崽10只、幼豹6只，虎豹家族“人丁”兴旺，试点区

没有发生人虎相伤事件。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区：

开展打击乱捕滥猎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