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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抓防控 聚焦重点谋发展
——备春耕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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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3日讯（记者隋二龙）今天上午，省

委常委、宣传部长石玉钢到辽源市检查指导疫

情防控及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在辽源市第二人民医院，石玉钢详细了解

发热门诊日就诊量，查看医疗废水、废物处置等

情况。他强调，要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要求，确保

医疗废物、医疗废水得到及时有效收集、转运、

处理、处置。

在辽源市客运总站，石玉钢来到候车大

厅，查看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并登上

站内即将发往长春的客车，向司乘人员询问发

车班次、客流量等情况。石玉钢指出，复工复产

期间，返城返岗人员较多，客运站是人群高度

集中的地方，要扎实做好人员登记、体温测量、

消毒消杀等工作，确保交通运行安全有序。

在辽源欧亚超市，石玉钢认真查看水果、

蔬菜、粮油等农副产品供应、售价情况，要求

相关部门要压实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为

消费者营造安全、放心的购物环境。要加强市

场调配，确保群众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托稳

百姓的果盘子、菜篮子、粮袋子。

石玉钢一行还深入吉林厚德食品有限公

司、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吉林启星铝业、格致

汽车科技、辽源市汽车改装等企业，详细了解

复工复产组织情况。他强调，要疫情防控、经济

发展两手抓两不误，在疫情防控不懈怠不松劲

的同时，加紧组织企业复工复产，最大程度降

低疫情造成的影响。要全力突破各种瓶颈制

约，为企业恢复生产和重大项目建设创造条

件、提供保障，有序抓好“六稳”工作。要变危为

机，充分挖掘潜力，有效释放动能，积极对接政

策，申报项目，坚决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疫情防控经济发展两手抓两不误
石玉钢到辽源市检查指导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本报3月3日讯（记者冯超 贾艳玲 王佳

琪）“我们村的白菜质量相当好，每年这时候

都是供不应求，今年受疫情影响，现在滞销

300多吨，眼看着价值几十万元的菜要烂在

窖里了……”今天，农安县靠山镇齐家屯村书

记齐本丰焦急地说。自从本报客户端彩练新

闻发出助农信息后，迅速收到来自全省各地

的求助信息。记者发现，滞销名单里多数都是

吉林特色农产品。截至今天15时，本报已接

到280条求助信息。其中最着急的是新鲜蔬

菜、水果、禽蛋等不能久放的鲜货，还有卖不

出钱还天天张嘴要食吃的笨鸡、生猪。

农安县的农民张成武种了11个温室大

棚的小白菜、臭菜、小萝卜菜等新鲜蔬菜，“往

年这些菜紧俏得很，在批发市场卖得相当

快。”而最近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鲜菜一点

点变成烂菜叶。

长春市绿园区的张义兵承包了300栋果

蔬大棚，原本春节前后正是采摘的旺季。为

了能将这些果蔬卖出去，张义兵想出了“送菜

上门”的办法，希望能够解决滞销的问题，“草

莓、蔬菜、菌类我们可以装成礼品箱，给居民

送到家里。”

长春市绿园区合心镇余家村第一书记王

大治也给本报发来求助信息。原来，村里一农

户饲养了5万只鹌鹑，“本来是要给烧烤店、饭

店供货的，现在一只也卖不出去了。”王大治告

诉记者，这些鹌鹑都是农民自己饲养，价格比

市场和饭店要低很多，“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

定要帮我们农民兄弟把鹌鹑卖出去啊！”

“我们这儿的苹果梨嘎嘎甜，口感特别

好！”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大房身村书记孙亚东

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今年的5000斤苹果

梨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销路，这可急坏了他。

昨天通过镇党建办得知“彩练帮你办”助农活

动后，他立即登记了求助信息。

“彩练帮你办”活动将继续收集滞销农产

品信息，经核实后，本报将在吉林日报全媒体

平台、“学习强国”吉林学习平台、新时代e支

部等省内外媒体平台上广泛宣传推广，帮助

农户寻找销路。

请社会各界和我们一起，共同协助农户

们解决农产品销路难题，滞销农产品信息详

见吉林日报彩练新闻（扫描下方二维码）。有

购买意向的单位、个人、商超请拨打“彩练帮

你办”沟通热线15590667592咨询。

期待您的爱心加盟，让我们一起伸出援

手，帮助老乡渡过难关。

第一书记村书记代言受疫情影响滞销的农产品

大 白 菜 等 果 蔬 找 买 家
详询“彩练帮你办”沟通热线15590667592

本报讯（记者孟凡明）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长春市纪

委监委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履行职责，深入一线、主动作为，以

强有力的监督实效护航疫情防控工作。

加强领导，提高站位防疫情。疫情发生后，长春市纪委监委

立即成立疫情防控和处置领导小组，与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

查室、市卫健委等成员单位协同作战，严格执行领导包保工作

制度。制定下发《长春市纪委监委留置场所疫情防控和应急处

置方案》，全覆盖无死角加强留置场所隐患排查，并建立值班值

守制度；会同市委组织部、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市卫健

委成立6个暗访组，由主要领导带队，采取不打招呼、不发通知

的方式深入开展督导检查；建立考察和问责工作机制，下发《关

于激励引导全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主动履职担当、积极发挥作用的通知》，对敷衍塞责、弄虚作

假、阳奉阴违等问题坚决查处；同时，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自

身防控工作，严格执行健康情况“零报告”“日报告”制度。

严密监督，履职尽责查疫情。长春市纪委监委坚持把纪律挺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明确重点查，提出

“六查六看”要求，共查处问题55个，处理问责相关人员，对典型案

例进行通报，进一步发挥警示作用；紧跟部署查，市纪委监委按照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及时调整监督检查工作目标，共开展5轮暗访，

派出28个暗访小组144人次，检查火车站、客运站、高速公路收费

站、大型商场、基层医疗机构等重点部位366个，对发现的具体问

题迅速督导解决；上下联动查，目前，全市10个县（市）区、5个开发

区纪检监察机关共成立检查组85个，累计开展督导检查1084次。

深入一线，冲锋在前战疫情。纪检监察干部主动担当作为，

以奉献精神和实际行动“打先锋、站排头”。市纪委监委在保证

纪检监察工作正常运转、保证防控监督检查工作开展、保证返

长人员隔离观察安全的基础上，组织202名党员干部深入112

个社区参与防控工作，当好守门员、宣传员、信息员、监督员、服

务员；市纪委各助企工作队主动联系包保企业，了解企业复工

复产、疫情防控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对已经复工的企业，加大

监督指导工作力度，及时督促整改问题。

长春市纪委监委：

以监督实效护航疫情防控

本报3月3日讯（记者陈沫）3月15日，我

省将进入春季森林防火期。为巩固全省已连

续39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成果，保证森林资

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省政府发布了

《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以下简称

《命令》）。

《命令》的主要内容是：

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

日，其中4月20日至5月31日为森林高火险

期。森林防火期内，实行严格的林区野外用火

管制措施，做到“四个一律”：对于森林防火期

内上坟烧纸和在林区野外吸烟者，公职人员

一律开除公职；非公职人员一律从重给予经

济处罚；对在场不予制止或制止不力的领导

干部一律给予行政处分；对引起火灾造成严

重后果的，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森林高火险期，森林防火区内禁止一切

野外用火。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生产用火，须向

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或其他授权单位提出用火

申请，经审查批准后，领取野外生产用火许可

证。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森林防

火区内擅自野外用火。森林防火区内严禁野

外吸烟、上坟烧纸、烧香、燃放鞭炮、野外取

暖、野炊及其他野外非生产用火。森林防火区

内严禁烧荒、点烧秸秆等农事用火。严禁携带

取火工具或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森林防火区。

严禁火车、机动车司乘人员和乘客在森林防

火区内向车外抛掷未熄灭火源。进入森林防

火区车辆、人员必须办理相关手续，接受森林

防火检查，自觉履行森林防火义务，遵守森林

防火规定。

在预防上，严格林区入山管理，实行严密

的森林防火巡护和入山把守检查措施。全面

实行森林火险预警响应机制，全力做好森林

火灾应急处置，确保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森

林防火期内要实行昼夜值班应急处置制度。

实行严格管制措施 全力做好应急处置
《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发布

本报3月3日讯（记者邹鹏亮）今天，牧原集团采取包车、包机的

“点对点、门到门、一站式”直达运输服务，让工作人员顺利返回我

省，回到各自工作岗位。

为保障员工安全返岗复工，牧原集团与南方航空公司合作，

包机从河南南阳送回东北复工的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82人，于

当日14时抵达长春。他们一路经历了4次测温和2次消杀。牧原

集团吉林大区总经理薄光永说：“此次行程从员工走出家门开始

到飞抵长春一共7个小时，我们全程配备防护物资，并提供专车

接送，员工乘车时严格按照50%乘坐量的要求，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接触导致的疫情风险；同时，与航空公司对接，安排专门的通

道、专门的登机办理及安检通道，确保员工快速高效顺利登机。”

82名员工中将有40人留在我省复工，他们抵达各子公司后，将

按照规定进行隔离，确保安全后才会回到岗位复工。

牧原集团在疫情期间不仅做好返岗员工的复工工作，同时，

也增加岗位促进我省就业。开展“抗疫情·促就业”专项招聘活

动，在农安县、前郭县、通榆县、大安市、双辽市等公司所在地提

供3000余个就业岗位，通过线上宣传、宣讲，网上报名，线上面

试的形式，目前已有1900余人通过面试，即将走上工作岗位。

牧原集团：

包机输送82名员工返岗复工

本报3月3日讯（王春胜）当前，全省公安民警日夜奋战在

抗疫一线，用担当奉献筑起人民健康“安全墙”。今天，省民营

企业联合会向省公安厅捐赠1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100桶84

消毒液，为疫情防控工作加油助力。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代表省公安厅接受企业捐赠，并对

省民营企业联合会以及爱心企业表示感谢。疫情发生后，省

民营企业联合会迅速行动，展现担当作为，组织会员捐款捐

物，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省民营企业联合会：

向战“疫”一线公安民警捐赠物资

本报讯（记者刘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命案必破、电信诈骗必打，破小案、降事故、强防控，为企业

经营提供便利，强化对“吉字号”特色品牌法律保护……这是

今年全省公安局处长会议上传递出来的信息。会议通过公安

云会议系统和视频直播系统召开，表彰了贡献突出的集体和

个人，并就今年工作作出部署。

据悉，2019年全省社会治安主要指标全面向好，刑事案

件、八类暴力犯罪案件、命案、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7.6%、

15.8%、15.3%、45.2%，亡人交通事故下降17.6%，人民群众安

全感满意度再创新高，达到95.63%。

据了解，为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环境，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今年全省公安机关将扎实做好重点工作，坚

决维护防疫秩序，突出抓好人员数据信息核查、定点救治医院

安保、涉疫案事件处置、公安监所内部防疫等重点工作，着力

提升精准防控水平，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捍卫政治

安全，严格落实反恐工作责任制，主动打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

项整治攻坚战，确保全省大局持续平安稳定。不断提高服务大

局能力，依法平等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突出打击防范三大

攻坚战领域违法犯罪，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限，全力维护公

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优化安商兴业的法治环境。坚决遏制

突出犯罪，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牵引，统筹推进命案必破、

积案攻坚、打“电诈”、破小案等专项行动，大幅压降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全面加强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此外，全省公安机关大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加强

基层基础建设以及公安派出所工作，全面深化“一村一警”工

程，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增强基层实力、激发基层活力、提

升基层战斗力。进一步加强智慧公安建设，加快公安大数据建

设，探索建立大数据支撑下的警务运行新机制，不断提升公安

机关核心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公安铁军建设，不断完善各项队

伍管理制度，深入开展全警实战大练兵，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和

廉政建设，全面锻造能打胜仗的过硬队伍。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再创新高
全省公安机关全面加强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 庞智源）连日来，东

丰县东丰镇勤俭村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稳妥有序地推进备春耕生产。

超前谋划，做好防疫物资保障。围绕

疫情防控大局，进一步统筹兼顾，灵活安排

部署备春耕生产，做到战“疫”农事两不

误。成立备春耕生产工作领导小组，通过

组建微信群、电话指导等方式做好村民备

春耕生产工作，为村民发放口罩500个，酒

精100斤。

多措并举，做好备春耕物资保障。通

过采取村组专人代购、经销商上门配送、电

话预约错峰购买等办法，为广大农户送货

上门。目前，全村订购化肥350吨，农膜5

吨，农药 2吨，玉米种子 2吨，水稻种 4000

公斤，努力做到应农时、抓生产。宣传动

员，做好春耕生产指导。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灵活

开展农技服务，引导农户因地制宜加强田

间管理。仁合农业站工作人员和村组干部

在做好自身防疫的前提下，带头深入农户

家中进行春季土地防旱、灌溉、深翻和种子

化肥选择知识科普，微信群实时推送备春

耕生产常识等各类信息30余条。

狠抓转型，做好农产品产业增值。推进

吉林省膳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二期续建项

目，厂房建成后，在原来生产品种基础上，将

对本地优势农产品玉米、大豆、梅花鹿进行开

发利用和深加工，补齐农产品供应链的短板，

提高农产品商品化处理和错峰销售能力，预

计今年4月投产，届时农产品深加工能力将

达到年产8400吨。

东丰县勤俭村紧锣密鼓备春耕

连日来，我省各医
疗物资企业开足马力生
产，全力保障防控医疗
物资供应。图为吉林弗
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口
罩生产线上，工人们正
加班加点生产。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