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书记，如何诱捕野蜂，用新蜂箱还

是用木头？”“冬天养蜂应该注意什么，怎么

喂水……”在疫情防控期间，延边州安图县明

月镇西北村第一书记王忠良，一有空闲时间

就鼓捣手机，解答村民养蜂问题。

“今年收入没有受到疫情影响，年前所有

蜂蜜都卖完了，供不应求，正好借这段时间好

好学习养蜂，多挣点钱。”曾经西北村因病致

残重度贫困户邹国铁兴奋地对记者说。

延边州安图县明月镇西北村位于长白山

北麓，群山起伏、沟壑纵横，森林覆盖率达

85%以上。因高海拔、低气温、无霜期短、年积

温低等原因，造成村民耕地面积少，玉米、大

豆亩产低。大部分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守

家在地的村民只能靠卖点山里特产维持生

计。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想彻底脱贫，就

要对症下药。

2018年，村集体在发展木耳产业基础上，

为激发村民内生动力，保障村民经济持续稳

步发展，利用村内四面环山、椴树多这一地理

环境优势，因地制宜、转变思路、开动脑筋，拓

展特色产业帮扶新途径，提出了一个“鸡生

蛋，蛋生鸡，生生不息”的造血发展模式。

通过走访市场、多方对比，村集体购买了

20个优质蜂箱，分发给10户贫困户饲养，并

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集体培训、答疑解惑，

负责监督蜜蜂的正常生产及繁殖，保证蜂蜜

质量。到了第二年，村民再将原蜂箱传递给

下一批贫困户，繁殖出的蜜蜂自行留下继续

繁衍。

“1个蜂箱繁殖出了4箱蜜蜂，每箱可生

产50公斤左右蜂蜜。去年我增收1万多元，

今年蜜蜂比这还能多。靠自己努力劳动发家

致富，感觉很满足。邻居们也不藏不掖，互相

帮助，分享经验，共同致富。”谈到现在的生

活，邹国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有了木耳产业和第一批贫困户养蜂的成

功经历，村民纷纷对养蜂产生了浓厚兴趣。

疫情期间，村民们通过微信群线上交流养蜂

经验，学习养蜂知识，并主动找村集体要求自

掏腰包购买蜂箱。

“以前村民只想着等靠，现在通过这个方

法，激发了村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目前，整个村敢比敢拼，苦干实干，努力挣钱，

谁也不想拖村后腿。村集体也通过每年回收

农户生产的每箱5公斤蜂蜜收回成本，不断

扩大村再生产能力，改善村居环境，真是一举

多得呀！”谈起近几年变化，王忠良感叹道。

脱 贫“ 春 蜂 ”暖 山 乡
本报记者 闫虹瑾

本报讯（记者闫虹瑾 通讯员李
辉）近日，敦化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抓好农业备春耕生产，不误农

时切实做好农资保供工作。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成立调研

指导组，走访调查种子、农药、化肥

和农膜等农资经销门店复工复产情

况，指导经营单位严格遵守疫情防

控规定，做好自身防护和工作场所

的体温监测及消毒通风，确保防控

措施落实到位，复工复产顺畅有序。

打通农资运输通道。该市为

农资经销企业在畜禽养殖饲料、木

耳种植、蔬菜大棚等原材料运输方

面开辟绿色通道，组织调运农资“直

通车”。

增加农资销售渠道。鼓励农资

经销门店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创新销售方式，利用网络平台等

线上销售渠道开展供需对接。引导

农资经销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

展“点对点”运输、“点对点”服务，确

保农资及时送到农民手中。充分发

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

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实行统一采购，定点配送，

打通农资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

加强市场监督监管。组织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人员，采

取巡查、入户倒查等方式，开展农资领域打假行动，对质量

不合格、套牌假冒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维护农

资市场正常流通秩序。

开展线上备耕服务。抓住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居家契

机，该市农业农村局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普法宣传和

春耕生产技术培训，保障农民利益和农业生产安全，以免

农民盲从购种上当受骗。

截至目前，敦化市现有种量5400吨，已到户3610吨，种

子入户率达到 53%；化肥现有货源约 3万吨，已到位 7000

吨，到户率达到15%；现已筹集备春耕资金4.2亿元，资金入

户率达到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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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春耕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洪铭潞）3 月 18 日至 19

日，省委副书记高广滨到白山市抚松县和

靖宇县，就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开

展实地督战。

高广滨先后来到抚松县兴隆乡板石

村、靖宇县靖宇镇永生村和三道湖镇太平

村的村部、扶贫产业项目地、村卫生室和贫

困边缘户、返贫风险脱贫户家中，实地踏查

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和落实“两不愁三保

障”“四不摘”工作并慰问驻村干部。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高广滨听取

了白山市脱贫攻坚工作汇报，并就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全年

重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高广滨强调，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白山市各级党委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紧盯剩余贫困人口、

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人口“三类群体”开

展精准帮扶，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特

别是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问题，坚持产业

带动与综合保障兜底两端发力，切实抓好

疫情期间贫困劳动力就业、农产品销售和

扶贫项目复工复产，认真做好贫困县摘帽

验收工作，持续落实好“四不摘”政策要求，

压实责任、尽锐出战、发起总攻，坚决夺取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压实责任尽锐出战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高广滨到白山市开展脱贫攻坚挂牌督战

本报讯（记者粘青）2019年7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

的意见》下发后，省法院党组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按照

省委政法委要求，牵头起草《关于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

题的意见>的实施细则（审议稿）》。2020年3月6日经

中共吉林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加强综合

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的实施细则》，

印发全省执行。

《实施细则》共二十二条，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深化综

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统筹各方资源，发挥各部门职

能作用，实行综合治理，健全完善执行难源头治理长效机

制。二是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各级法院要推

进执行信息化建设，着力提升执行规范化水平，加强执行

工作制度建设，深入推进执行体制改革，切实加强执行队

伍建设。三是完善执行联动机制。深入推进人民法院与

各联动部门完善网络查控系统、失信惩戒系统建设。有

关部门和组织进一步加大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支持和

协助配合。

下一步，省委依法治省办公室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严格落实《意见》和《实施细则》，强化责任担当，明确责任

部门和时间表、路线图，加大督促巡查力度，确保各项任

务措施的按期落实到位，不断加强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

积极推动社会诚信建设，有力促进营商环境改善，努力向

“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坚定迈进。

加强综合治理 从源头解决执行难
我省印发《实施细则》

阳春三月，洮儿河冰消雪融，蜿蜒向前，滋

养着沿岸的土地。随着疫情形势的持续好转，

洮南市正向着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迈

进，企业开足马力加快复工复产，春耕的准备

也正在火热进行。洮儿河沿岸不再寂静，熟悉

的旋律重又奏响。

见闻一

通过体温检测和登记后，记者走进东北唯

一的毛纺织厂——洮南恒盛毛纺织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的“金珠”牌精纺呢绒面料被报

喜鸟、利郎、虎豹、罗蒙、海澜之家、耶莉娅、新

郎·希努尔等多家著名服装制造企业选用。同

时通过招投标，成为国家多个部门生产职业着

装面料定点加工企业。企业还具有“自营进出

口权”，已与波兰、美国、法国等国家签订出口

合同，可靠的产品质量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受疫情影响，今年企业的复工复产比往年

推迟了半个月，在洮南市的积极协调下，公司于

2月14日复工复产。企业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公

司380名员工已经上岗，生产正在有序进行中。

见闻二

车辆行驶在福顺镇幸福村的乡村公路上，

记者的视线被路旁一个加工厂吸引。

几辆装载着稻草的卡车在这里排队等待机

械臂卸货。记者了解到，这些稻草通过加工

设备被分割制成饲料压缩草块，每一包饲料

压缩草块都配有标签，标注着工厂代号、生产

日期、批次、监制单位和编号码。传送带将已

制好的草块传送至装货的卡车上，这些草块

将出口日本。

据这家企业——洮南市明月秸秆加工有

限公司负责人刘文才介绍，加工厂生产的饲料

草块在国内外都很受欢迎，特别是日本著名的

和牛非常喜欢吃这里的稻草制成的饲料，公司

一年能够出口6万吨左右的饲料草块，受疫情

影响，之前一直没有开工，现在正开足马力生

产，保证国内外客户的需求。

见闻三

在洮府街道福胜村的温室大棚里，刚刚种

下的圆葱、辣椒等蔬菜还未破土发芽。

“我们村的桃花开了，我带你们去看看。”

这个季节有桃花开？“我们在大棚里种的桃

树。”村书记贾志会笑着解释道。

走进大棚，一树树粉色的桃花尽情绽放，笑迎

游客。“我家种了3个大棚一共300多棵桃树，为了

让花期持久，3个大棚轮流升温，这棚是第二批开

花的，第一棚3月8日开的花。”侯连香大娘说。

记者看到，每棵桃树都挂有一个写着姓名

的标志牌，侯连香介绍说，这里每棵树都有人

认领，认领后可以带着家人来这里拍照留念、

体验给桃树浇水等劳动的乐趣，5月末6月间

桃子成熟时还可以来摘桃子，每行桃树间隔的

空地上还能种植菠菜、茼蒿等蔬菜，认领者和

游客可以进行采摘。

洮府街道创新思路，发展现代观光农业吸

引游客，利用大棚种植桃树，并通过认领模式

扩大了知名度，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洮 儿 河 畔 的 春 天
——洮南市复工复产见闻

本报记者 戈驰川 张磊

本报讯（安新轩 记者王伟）大安市采取就业

帮扶、托底安置等举措，确保脱贫家庭不因疫情

返贫，持续巩固脱贫成果，不让一户一人掉队。

实施就业帮扶一人一策。跟踪全市在外

务工返乡的贫困劳动力，掌握因疫情延迟务

工人员基本情况。对存在返贫风险的66人

一对一研究帮扶措施，落实帮扶责任。再加

上光伏分红、庭院经济等帮扶措施，66人均

没有返贫或影响脱贫的风险。

实施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疫情期间延

续2019年的岗位规模和管理办法，继续保持

保洁员、生态护林员等扶贫公益性岗位规模，

开发安置扶贫公益性岗位4570个，其中保洁

员3300人，护林员1270人。

实施援助就业帮扶。开展“不见面服

务”，发动本地企业线上招工，以“为战胜疫

情加油，为本地就业点赞”为主题，在微信公

众号和微信群等发放“企业用工需求网上调

查问卷”，举办“春风行动线上招聘会”10期，

提供岗位近300个。组织培训机构开展家政

服务培训班10期，种植养殖微信群线上培训5

期，农村电子商务培训班5期，参加学员290

人，其中贫困劳动力30人。域内各企业疫情

期间招聘人员18人。与浙江、山东、大连、长

春、九台等劳务输入基地保持密切联系，待疫

情过后组织、引导农民工转移就业。目前，130

人输出到江苏南通市、浙江温州市和嘉兴市复

工，其中贫困劳动力20人。省外转移就业贫

困劳动力795人，县外转移就业630人。

大安多举措稳就业促脱贫防返贫

本报讯（芦野 记者崔家铭）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复

工复产企业的消防安全，松原市消防救援支队松江大队

深入吉林油田多元产业集团隆泰福利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消防安全指导，对复工复产企业开展专项检查。

该企业前身是服装制作工厂，为满足全市油田企业

一线员工及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需要，经市里批准该

企业转项生产医用口罩，该企业员工60人，采取集中作

业，纯手工缝制口罩，日产量为5000只。松江大队消防

监督员对复工复产单位采取帮扶整改为主的检查形

式，对企业开展专项消防检查。检查组首先详细检查

了企业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对单位制订的灭火

应急疏散预案提出了详尽整改意见，给出了行之有效

的解决方案。其次对单位自动喷水灭火设施是否正常

联动，室内消火栓供水压力能否满足灭火需要，消防车

通道、疏散走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等情况进行了详细

检查。同时，针对单位存放及使用酒精、含氯消毒剂等

消毒用品注意事项进行了重点说明。下一步，松江消

防大队将通过微信群、远程监控、实地走访、“一对一”

上门指导等多种形式，对辖区复工复产企业展开全方

位消防安全检查。松江消防大队大队长曹博拓表示，

“让企业安心生产，火灾防控我们把关。让百姓安心防

疫，消防安全有我们。”

保 障 复 工 复 产 消 防 安 全
松原消防松江大队深入企业开展专项检查

连日来，长岭县坚持疫情防控、产业发展两手抓，有序推进全县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确保经济健康平稳运行。这是县内企业吉
林正辉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生产线上紧张忙碌着。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本报讯（记者李婷 姜岸松）3月20日，

共青团吉林市委联合北华大学，依托“云平

台”面向吉林市内高校举办了线上招聘会。

本次招聘会共有500多家单位，提

供岗位超过1.2万个，涉及教育、机械、

医疗、建筑、IT、金融、管理等行业，涵盖

了驻吉高校绝大多数专业。

线上招聘会“场面火热”，一天的浏

览关注量就达1.5万人次，有8653名求

职者入场，投递简历7864人次，有862人

与用人单位连线参加视频面试。接下

来，用人单位将与学生陆续进行线上面

试和签约。

共青团吉林市委负责人表示，举办

此次活动，旨在落实“千校万岗·就业有

‘位’来”的工作要求，做好疫情期间大学

生就业服务，解决企业复工复产急需用

人的需求。

接下来，共青团吉林市委还将继续

组织全市团组织，聚焦企业复工复产需

求，在服务青年就业工作上持续用力，助

力经济社会发展。

共青团吉林市委举办线上招聘会
5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超1.2万个

本报讯（记者张雅静）按照辉南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下发的通知要求，辉南经济开发区结合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和复工生产需要，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组织工作

人员逐户深入复工企业宣传推行“吉祥码”，保障疫情防控

工作的有序进展，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有效管理依据。

工作人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细化任务、明

确目标，开展一对一指导服务，深入企业面对面宣讲“吉祥

码”的用途，指导注册及管理使用流程，号召企业加大宣传

注册力度，同时在企业内设立扫码点、扫码员，做到“人人

有码、码上行动”，尽快利用“吉祥码”扫码方式做好出入登

记，凭码通行。

目前开发区内24户重点企业已经全部复工复产，企

业返岗人员全部完成“吉祥码”注册，注册人数达到1980

人，占重点企业人数的95%以上。

部 署“ 码 ”上 行 动
辉南经开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边境 记者任胜章）为落实国家节水行动方

案，切实加强水利行业监管，全面整顿和规范水事秩序，

近日，省水利厅、省公安厅联合印发《“雷霆护水”专项执

法行动实施方案》，从5月1日起至10月31日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据了解，此次执法行动将加强对重点水域、重要饮水

工程、违法行为高发行业的检查力度，联合整治一批涉水

违法突出问题、查办一批典型违法犯罪案件、曝光一批重

大反面典型行为，切实加强依法治水管水，保障全省水安

全。方案中明确，此次执法行动将以加强水资源节约和

管理为重点，通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着力查处水资源

管理、节约用水管理、河湖管理、农村水利管理等领域的

违法犯罪行为。

我省5月起开展“雷霆护水”专项执法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