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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王旭）今天，第二

十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

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先期在中广核集团、海王

集团、大族激光、宝能集团考察洽谈的我省代

表团团长、副省长张志军参加开幕式并巡视了

吉林展区。

我省已连续20年参加高交会。据了解，此

次高交会，我省代表团共申请展览面积221平

方米，其中省团在9号馆创新与科研展区布展，

申请展位面积149平方米；长春、通化两个科

技兴贸创新基地在7号馆商务部科技兴贸基

地展区布展，申请展位面积72平方米。全省参

展单位26个，精选66个参展项目，“吉林一号”

高分03星、小白人餐桌智媒体机器人2个项目

被推荐为本届高交会我省参展的亮点项目，小

白人餐桌智媒体机器人、抗人球蛋白检测卡、

协作机器人移动工作站、长光卫星云极视Pad

等6个项目被推荐为本届高交会优秀产品奖。

这些项目凸显了我省在航空航天、光电子、智

能制造、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

我省代表团亮相深圳高交会

吉林省信访局干部石刚，今年8月30日

下午在办理信访救助资金返回途中突发心

肌梗塞，不幸因公殉职，年仅49岁。

去世的当天上午，他还与松原市信访局

有关同志通电话，约定几天后接待信访群众。

同事含着眼泪，默默地把已经订好的车

票从他的办公桌上收起来……

退役不褪色：为民解困

“太可惜了！”石刚的猝然去世，让他的

很多战友、同事和朋友悲痛。

石刚曾长期在空军服役，当过飞行员，

培养过飞行学员，是空军飞行学院近千名飞

行学员成长的重要见证者。从军期间，他曾

带领学员参与了1998年在吉林的抗洪抢险，

先后受到7次嘉奖。

2008年，石刚从部队转业到吉林省信访

局工作。同事回忆，石刚爱学习。他办公室的

书柜里的很多书都与信访工作有关。为做好

信访工作，他还主动要求到一线，参加劝返

工作。

曾经，面对一批艾滋病患者上访，他在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反复劝导上访

人，真心与他们沟通，用政策为他们解疑释

惑，成功劝返了这批上访群体……各种各样

的劝访，石刚参加了数百次。

石刚妻子孙凤娟曾带着孩子去看望石

刚，亲眼看到他蹲在马路边苦口婆心做上访

者的工作，而且经常加班到很晚。“太苦了，

我们劝他回家，但他坚持留下。”孙凤娟说。

“他饱含为民解困的使命感，一心想为

困难群众解决问题。”吉林省信访局接待二

处副处长高立有说。

公心＋真心：化解积案

“‘督’不能高高在上”“干信访，要先懂

政策和法律”“主动与上访人沟通，一次不行

就多次”……这是石刚生前信奉、践行的理

念。他常说，给老百姓解决问题，不能怕得罪

人；保持一颗公心，也得罪不了人。

2017年，白城市农民孙炳刚在松原市承

包的水田因当年降水量大而受灾，当地农民

得到了补偿，孙炳刚却没有及时拿到，多次

上访并提出高额赔偿要求。由于沟通僵持，

成为积案。

石刚接手此案后，多次实地调研，并与

松原和白城两地负责人共同接待孙炳刚，一

边做思想工作，一边解释政策、化解误会。最

终，当地政府参照对本地农民的政策补偿了

孙炳刚，石刚还为他申请了信访救助，让孙

炳刚深受感动。得知石刚去世的消息时，孙

炳刚哽咽着半天说不出话。

今年以来，吉林全力推动两项信访工作

重点攻坚行动，石刚担任督办组组长，负责

白城、松原两市工作。在积案面前，他敢于亮

剑，不怕得罪人。“很多市级领导成了他经常

督导的对象，有力助推了积案化解。”松原市

信访局局长刘金凡说。

在石刚的大力督办下，吉林省交办白

城、松原的720件信访积案，目前化解率分别

达到91％和90％。

生命的气息：“暖”在人间

石刚是大家心目中的“暖男”，不仅业务

好，群众基础也好。组织考察提拔和推荐优

秀公务员，他排名虽然靠前，但多次让给其

他同志。

同事徐心博2017年刚一入职，石刚就主

动把他多年积累的材料、报告、基础表格等

文件分好类刻盘送给了她。“这个盘像一本

工具书，让我受益匪浅。”徐心博说。

石刚对待案件十分严格，生前经手的

12399件信访积案做到零差错。他负责审核

的国家信访专项资金案件达4000余件，涉及

资金3．2亿元，从未出现问题。

石刚去世后，孙凤娟反复翻开石刚的手

机，寻找丈夫的气息，手机里的219张照片

中，仅有一张石刚和她的合影，其他都是文

件、卷宗等工作资料照片。

孙凤娟说，本想着他转业后，就可以不

用早出晚归了。“没想到干信访后，不仅早出

晚归，还经常出差办访。家里的事他很少有

时间打理，对此他也很内疚。”

看着别人家经常去旅游，石刚很是羡

慕，生前最期待的就是与家人一起去旅游。

“他一直说，有时间咱们就去，可到头来哪里

有时间啊！”孙凤娟感叹。

（新华社长春11月13日电）

为 民 解 困 “ 暖”在 人 间
——追记献身信访事业的军转干部石刚

新华社记者 张建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陈婷婷 实习生刘鑫）记者从长春海

关获悉，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海关总署批复同意自11月14日起，在长

春海关隶属兴隆海关、龙嘉机场海关启动“两步申报”改革试

点。此项改革试点将于2020年1月1日在全国海关推广应用。

据了解，“两步申报”是适应国际贸易特点和安全便利需要，

进一步压缩整体通关时间所采取的一项重要通关改革措施。在

这一通关模式下，企业将105个申报项目分为两步分别申报。

第一步概要申报，对于不涉及进口禁限管制、检验或检疫的货

物，企业只需申报9个项目，确认2个物流项目；对于涉及进口禁

限管制、检验或检疫的，分别增加申报2个和5个项目。如果货

物不涉税、不需查验，即可提离；涉税货物已经提交税款担保的，

或需查验货物海关已完成查验的，也可以提离。第二步完整申

报，企业在规定时间内补充申报其他项目，办理缴纳税款等通关

手续。

长春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两步申报”进一步将海关监管

环节予以“前推后移”，实现海关对物流的最小化干预甚至不干

预。对于企业而言，“两步申报”后提货速度更快，货物在码头滞

留的时间减少，进口成本便能实现压缩。同时，企业还可以有更

充裕的时间准备报关资料，减少申报差错。

目前，进出口企业可自行选择“两步申报”或现有模式。未

来，海关将构建科学的风险防控机制，“两步申报”后，高信用等

级的企业被海关抽查的比例将大幅降低。

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

“两步申报”改革今起在我省实施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王丹 实习生程佳雯）今天上午，省

博士后工作会议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在长春举行。会上，为2018年获批国家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5家单位、2019年获批国家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的9个学科授牌，同时，为我省2019年创建的15家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授牌。

近年来，为深入实施人才兴业战略，进一步加强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省级创新实践基地）建设，促进博士后

工作更好地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服务，我省逐

渐创新完善博士后管理服务制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博士

后工作政策体系，进一步激发博士后人才服务吉林振兴发

展的积极性和活力。截至目前，我省共有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设站单位11家，博士后科研流动站97个，涵盖理、工、农、

医、哲学、社会科学等12大学科门类69个一级学科。博士

后工作站设站单位48家（含分站），创建省级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73个（其中有10多个单位进入国家工作站），累计招

收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1.2万余人。绝大多数出站博士后

研究人员已经成长为各专业领域学术技术带头人和科技领

军人才，对推动全省振兴发展和创新驱动能力提升产生了

重要影响。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长授牌

本报讯（记者陶连飞 实习生刘俊）据省商务厅最新发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双11”当天，我省实现网络零售额22.06亿元，

同比增长32.3%，高于全国5.4个百分点。这是在今年前10个

月我省在电子商务交易额、农村网络零售额、跨境电商出口额

分别增长30.5%、27.4%、37%的基础上取得的又一喜人成绩。

“双11”期间（11月 1日至11日），我省实现网络零售额

45.62亿元。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实现17.18亿元，中草药

材、鲜果蔬菜、特色粮油等农产品带动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一路

走高，人参在热销农产品中排名第一位，其次是蒲公英、大米、

灵芝等。电子商务有效助力我省产品特别是农产品拓宽销售渠

道、扩大销售规模，为全省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活力。

我省“双11”当天网络零售额超22亿元

本报讯（记者李铭）今年“双11”，通化市商务局组织全

市五大家电零售企业联合开展“2019家电节”活动，竞价家

电线上价格，实体店销售额呈突破式增长，在“双11”购物大

比拼中分得“一杯羹”。

“准备在‘双11’的时候换一台洗衣机，一开始寻思到店里

看看实物再上网买，没想到店里的优惠力度也不差，还能马上

送货。”在通化欧亚购物中心家电商场，市民王先生发现一比价

格，实体店竟然更划算。

在通化欧亚购物中心家电商场、苏宁易购、国美电器、

华生电器、光大家电五家联合举办活动的家电销售商场，

记者发现，店内的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各类商品纷纷推

出消费满额逐级送礼、以旧换新等优惠活动。光大家电城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实体店同步进入优惠促销阶段，使“双

11”期间的销售额呈突破式增长。此外，实体店可以提供

现场体验以及更好的销售服务等，在这场购物竞争中更胜

一筹。

据通化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凤龙介绍，在11月10日至12

日为期3天的活动中，通化市五大家电企业销售总额达697

万元。

“双 11”通化市家电实体店销售红火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 11月 26

日至28日在长春召开，会期三天。会议建议议程有：审议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草

案）；审议《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4件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吉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草案）》《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草案）》《吉林省行政执法监

督条例（草案）》《吉林省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修正案（草

案）》《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长春市电梯安全管

理条例》《长春市统计管理条例（修订）》《长春市供水条例

（修订）》《长春市农村环境治理条例》《长春市农作物秸秆露

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条例》《四平市市区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条例》《通化市文明祭祀条例》《通化市人才发展促进条

例》《白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

治县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审议省政府关于2018年度省级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

于2018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关于2018年度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省推动

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自然资源状况和保护

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审议

省人大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和社会建设委员

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

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省

政府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省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贯彻实施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关于《对〈关

于全省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关于《对〈吉林省人民

政府关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

理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等。此次常

委会会议举行的全体会议设公民旁听席20席，欢迎公民积极

报名旁听。报名时间：11月21至22日(上午：9:00-11:00，下

午2:00-4:00)。报名电话：0431－85091106。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19年11月12日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33号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吉林街道万科社区联合康宁公益爱心团队以及长春消防支队，共同举办了以“党建联盟聚合力，同

心互联促发展”为主题的消防安全宣传、演练活动。 本报记者 张明月 摄

吉林应急管理

明责任 强监管 治隐患 防风险

我省启动冬春安全治理专项行动
本报讯 为有效防范和遏制冬春季节生产安全事故，确

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省安委会决定从2019

年11月10日至2020年5月10日开展冬春安全治理专项行

动。

本次行动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批示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以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目标，以“明

责任、强监管、治隐患、防风险”为主线，突出治理“安全生

产责任落得不实、监管工作存在盲区漏点、隐患排查治理

不力、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等问题，坚持责任明晰、标本

兼治、统筹推进，全面推动层层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

实打通安全生产“最后一公里”，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安全保障。

冬春安全治理专项行动为期半年，共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统筹推进，动员部署。（2019年11月10日至

11月20日）

1.各地、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成立

机构，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细化措施。

2.逐级召开动员大会，部署冬春安全治理专项行动，动

员全省上下全面推进安全治理。

3.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将省安委会具体部署层层传达

到基层相关部门和各类企业。

第二阶段：全面检查，深入整改。（2019年11月21日至

2020年4月20日）

1.各有关行业部门、各类企业全面自查安全问题和隐

患，摸清底数，内部公布，建立清单，登记造册。坚持边查边

治，制定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

确保整改到位。

2.各地、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检查表，详细列明检

查事项、具体内容和检查标准，深入企业开展对表检查，对

高危行业领域企业要做到检查全覆盖。

3.专项行动期间，省级各行业督查组每个月至少开展

一次“四不两直”暗查暗访，每次暗查暗访企业不少于4户。

第三阶段：总结经验，完善机制。（2020年 4月21日至

2020年5月10日）

1.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研判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并

落实整改措施，逐条逐项整改到位。

2.省安委会总结专项

行动总体情况，上报省委、

省政府。

3. 总结典型经验和

成功做法，在全省宣传、

推广。

4.研究建立强化安全监管、深化安全整治、推进安全发

展的长效机制，加快实现安全监管工作制度化、标准化、规

范化。

本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

展冬春安全治理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负责同

志要亲自部署安排、亲自组织实施、亲自跟踪问效，确保专

项行动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要坚决克服松懈心理和厌战情

绪，防止搞形式、走过场，确保专项行动工作取得成效。同

时，要充分发挥各级电台、电视台、网站、报纸等主流媒体作

用，做好专项行动的信息发布工作，广泛宣传和普及安全生

产知识和常识，营造浓厚舆论氛围。积极发动广大职工群众

监督和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专项行动，切实提升全社会的

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另外，专项行动期间，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严格工作标准，统筹安排检查指导范围、频次，避免多头

执法、重复执法，切实减轻基层和

企业负担。坚持检查与执法并重，

依法惩处违法违规问题，以严格执

法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专

项行动责任不落实、组织不得力、

执法不严格、隐患不整改或整改不

彻底的，从严追究有关企业、政府

和相关部门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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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李晓静）今天11

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一

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2A星

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

务取得圆满成功。

“吉林一号”高分02A星是由长光卫星

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光学遥感卫

星。该星充分继承了“吉林一号”卫星成熟

单机以及技术基础，可获取全色分辨率优

于0.75m、多光谱分辨率优于3m、幅宽大于

40km的推扫图像，具备高分辨、大幅宽、高

定位精度、高速数传等特点。本次发射启

动了“吉林一号”星座第6个轨道面的部署

工作，卫星入轨后，将与此前发射的13颗

“吉林一号”卫星组网，具备对同一区域每

天最多6次的重访能力，为农业、林业、资

源、环境等行业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遥感

数据和产品服务。

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7

次发射，也是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第4次发

射。

“吉林一号”高分02A星发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