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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邹鹏亮）为解决秋收农民

群众出行需求，积极做好运输组织和运力调

度工作，给农村群众秋收提供“点对点”的定

制化运输服务，我省各地交通部门多措并

举，全力保障集中安全出行。

公主岭市成立了秋收农民集中出行调

度指挥中心，抽调运营车辆220辆，采取预

约方式，从10月 7日-20日，免费接送农村

务工人员下地秋收，确保重点时段农村务

工人员出行安全。在此期间，农村务工人

员可通过电话、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每天

5:00-20:00都可享受“点对点”接送服务。

梅河口市针对牛心顶镇辣椒集中采摘

需求，积极协调梅河口市新天地旅游客运

有限公司，采取低成本、微利润的形式为农

民提供包车服务,调集了4辆 50座旅游客

车，为 200 名农民提供了优质安全的运输

服务。

松原市制定了秋收用工交通保障实施

方案，组建运输需求信息专班并与运输服

务调度中心对接，统一调配车辆。组建了

出租车志愿服务队，为农民提供市区半径

40公里内、人数3-4人、村屯至田地的免费

预约用车服务，服务范围内的农民可直接

电话约车；同时，建立了网上约车服务平

台，实现集中时段农民用车服务常态化。

长岭县对用工达到 6人以上的，由用工农

户提前 1天向所在村委会报告，由村委会

统一向乡镇提出用车申请，乡镇按用车时

间调配落实。乾安县以村为单位，经村委

会推荐或自荐的方式，每个行政村组建不

低于 3辆车的志愿服务车队，采取成本收

费或免费的方式，为秋收期间农民出行提

供用车服务。针对集中出行的，县交通运

输部门组织协调10辆公交车，实施上门接

送、定制服务。

提供“点对点”上门接送服务
各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秋收农民安全出行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在永吉县一拉

溪镇新兴村一望无际的金色稻田里，水

稻收割机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轰鸣声，

切割、脱粒、吐秆等工序一气呵成，黄澄

澄的稻谷全部颗粒归仓。九月丰家庭农

场院内，已经收回的稻子堆成了小山，满

院生香。

“今年，农场选用大型的收割机械，履带

比较宽，收割时不容易陷进泥里，速度很

快。”谈起收益，家庭农场总经理、种粮大户

肖建波自信满满地对记者说，“虽然受3场

台风影响，但农场选种了抗风性强的品种，

水稻质量好于往年。去年农场引进新的种

植模式，每亩增产水稻11%，米质提高一个

等级。今年一开春，就有北京、上海等地的

客户前来预订，米一点儿也不愁卖，农场效

益翻三番不成问题！”

农场从春种、夏长到秋收，农业机械“包

揽”了全部工作，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100%。农场与农机、农艺相结合，实现

了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产业化运作。

作为吉林市首家卫星遥感智慧农业示范农

场，借助农业服务平台，就可以在大屏幕上

看到每块地的颜色和相关数据，可据此分析

出作物的长势，并进行病虫害预警。“上了可

视农业平台，生产全程可见，施用低档和劣

质的农资，让人都看见了，谁还想买？连田

间、仓库、加工坊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肖

建波感叹。

成功不忘桑梓,倾情回馈乡亲。7 年

来，农场发展“可视化+私人定制”模式，带动

周边200多农户致富增收。农民通过土地

流转租金外加在农场打工和农场经营效益

分红，实现“一地三收”。另外，村企合作扶

贫项目50公顷绿色水稻，每年效益分红16

万元，帮助农户脱贫43户。

永吉县新兴村：农机唱响丰收曲
本报记者 闫虹瑾

大屏幕滚动播放着参展企业和孵化机构

的名单，纵横交错的展板将大厅分隔成几块

区域，人们在各展区穿梭往来，时不时有人在

感兴趣的孵化器展板前驻足停留。10月16

日，在吉林省“双创”成果展上，一大批数字科

技最前沿的成果吸引了众多观众。

在“双创”成果展区国信农业展位前，长

春国信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音正向参观者详细介绍着农林废

弃物综合再利用项目。该团队研发推广的

独角仙生物治理有机废弃物项目，利用昆

虫作为转换器，将腐熟秸秆转化为有机肥

料和昆虫蛋白。此项技术既能有效破解困

扰农业发展的秸秆综合利用瓶颈及污染问

题，又能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凭借该项

目，其团队在2019年全国农村“双创”大赛

上荣获二等奖。

“国信农业‘双创’示范基地，通过产业、

生产和经营三大体系的模式构建、搭建‘双

创’平台、提高‘1+N’复制能力，增加农民就业

创业机会，实现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

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和质量环保法制化，提

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李音介绍。

像李音一样，借助国信现代农业“双创”

示范基地，众多乡土创业创新人才被培育出

来，并带动了区域内一批农业产业化实体快

速发展。

一双双袜子在无人操作的机器上逐渐成

型，吉林省德盟欧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军友说：“这是我们研发出来的最新一代袜

机，是从织到缝一体化的多功能机型。它在

织袜的时候取代了人工缝头、翻板等步骤，可

以在三个环节中完成自动化，大大节省了人

力成本。”

高新科技赋予了传统制造业新的动能。

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聚集创业资

源，营造“双创”的良好氛围，我省积极为中小

企业创客提供更加广阔的孵化平台和交流平

台，发掘并培养了一批技术团队以及一批优

势项目。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创翼”创业

创新大赛吉林省选拔赛上，管洪艺负责的《E

身轻——帮助国人拥有健康体态》项目荣获

创业组二等奖并获得两万元创业基金。管洪

艺坦言，好的项目借助广阔优质的平台就能

实现双赢。

作为创业成功代表的管洪艺，也正在

帮助更多创业者走向成功，他们团队研发

的脊柱梳理器、脊柱曲线运动器、伸筋强体

机器人等技术获国家专利。其团队代表中

医药大学参加了在葡萄牙召开的2019年传

统中医药国际发展论坛（欧非），让中国的

整脊技术走向世界。如今公司以加盟和直

营的形式共开设了21家健康体验馆，在北

京、上海、大连等地开设了17家加盟店，为

千余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在国家大力发展

职业技能教育的背景下，他们成立了管氏

中医药培训学校，建立了大连医科大学教

育基地、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基地，走

进23所大学，开展共建健康吉林主题公益

讲座，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了解健康产业

并尝试创业。

创业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创新创业

活力充分释放。“作为‘双创’服务性企业，摆

渡集团用独特的孵化模式服务创业，帮助有

特色的创业项目走出去、引进来。”摆渡创新

工场总经理刘铮介绍。谈到其短时间内快速

成长壮大的密码时刘铮表示，这得益于我省

各项惠企政策的扎实推进。

加强政策支持，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

能力，厚植“双创”生态，我省正在着力打造

“双创”升级版，为创新创业者搭建广阔的发

展平台，点燃创业创新激情。近年来，我省认

真贯彻国家“双创”工作部署，坚持把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作为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

构调整，增强动力转换的重要支撑，不断强化

政策供给、完善平台载体、加强引领推动、优

化服务体系，有效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业的

动力和活力，城市经济发展创新力和竞争力

正大幅提升。

释放创新活力 点燃创业激情
——“双创”活动周里话“双创”

本报记者 万双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王皓）今天，“携手新时代·文明

树新风——移风易俗·幸福吉林”2020吉林省第二届公益集

体婚礼在长春市孔子文化园举行。本次活动由吉林广播电

视台生活频道、青岛啤酒和长春文庙联合主办，吉林广播电

视台生活频道《全城热恋》主持人燕子、老王担任司仪。

上午 10 点 18 分，一阵令人振奋的鼓声后，集体婚礼

仪式正式拉开帷幕，现场简朴而热烈，庄重又浪漫。99对

新人身着传统礼服，郑重而庄严地行了“沃盥礼”“敬天

礼”“拜堂礼”“合卺礼”“撒五谷”“证婚礼”6项中华民族

传统礼仪。

本次集体婚礼不仅有新人参与，还有结婚10周年、20周

年、30周年的幸福家庭夫妻代表。他们中既有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医护工作者，也有社区一线抗疫人员、公安民警等。对于

能够参与本次集体婚礼，所有人都感到非常兴奋和幸福。大

家纷纷表示，这场婚礼举办得简约隆重，还减轻了家庭负担，

能参与到这样有意义的集体婚礼中来，真是一种终生难忘的

体验。

吉林省第二届公益集体婚礼举行

本报讯（张晓蕾）年初以来，通榆县民政

局始终将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坚守责任担

当，强化执纪监督，从严要求管队伍，持之以

恒改作风，多措并举地推进惩防体系建设，

有效推动“两个责任”落实。

抓责任落实。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

部署，及时传达关于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具

体要求。班子成员积极践行“一岗双责”，把

全局党风廉政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抓好

科学谋划，任务分解，工作督查和责任追究，

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多

方配合共同抓、日常工作专人抓的责任管理

体系。

抓作风建设。在全局党员干部中加强

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建

设，打造一支作风更加硬朗、工作更加务实

的干部队伍，构建民政工作发展“硬支

撑”。加强正风肃纪反腐，要切实在工作中

改进作风，提高服务水平和办事能力，做到

流程透明公开，操作简单易行，让“事好办”

成趋势。多办纾难解困的好事，真正把工

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改善民生需要求真务

实，确保干一件成一件，取得扎实成效，让

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增强人民幸福感

和获得感。

抓廉政宣传。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

通过集体学习、廉政教育党课等多种形式

来丰富廉政文化建设，使廉洁意识根植于

心。利用LED屏、政务公开栏等载体，扩大

廉政文化的影响力。利用每周例会，组织

收看廉政教育影片、学习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相关

文件，教育引导大家以史为鉴，以案为戒，

强化“四个意识”，增强党性修养，筑牢思想

防线。

抓资金管理。建立和完善各项资金

管理的规章制度，规范资金操作办法、程

序和批准发放具体实施方案，优化了民政

专项资金的管理。对低保、孤儿、特困人

员供养等资金进行重点监管、社会化发

放，杜绝了弄虚作假、冒领挪用、挤占民政

专项资金的不良现象发生，确保民政资金

高效安全运行。

抓责任 抓作风 抓管理

通榆民政局多举措推进惩防体系建设

最近一段时间，崔明金家的粉坊忙得不亦乐乎，很多

省内外客户都争抢着要货。

近日，记者还没走进崔家粉坊，远远就看见院外木架

上，一挂挂粉条沐浴在阳光下，等待风干；粉坊里的水蒸气

笼罩在大铁锅周围，工人们正在拉面、打芡、和面、手工拍、

出粉，各个环节配合密切、一丝不苟。不一会儿，白色的粉

条像一屡屡银线，随着“粉匠”有节奏的拍打，从手里漏勺

流进锅里……

63岁的崔明金是东丰县大阳镇同兴村三组农民，和老

崔交谈时，他手里的电话响个不停，都是订购粉条的。

崔明金告诉记者，他爷爷是当地的老“粉匠”，自己的

手艺是小时候跟爷爷学的。2015 年 6月，老崔筹集 30万

元，开起了大阳镇香满多粉条加工坊。长年在老崔粉坊干

活的17名工人都是附近村民，他们农忙时伺候庄稼，农闲

时纷纷到粉坊上班，一年每人平均能赚3万元左右，村里的

妇女一有闲空儿也跑到粉坊打起零工。崔明金家粉坊生

产的土豆粉，用他的话说，绝对是无污染、纯绿色食品，再

加上老崔为人淳朴、讲究诚信，目前，产品已远销到北京、

上海、深圳、成都、杭州等地。今年150万斤土豆生产出的

17万斤粉条，基本已经“名花有主”，眼瞅着一捆捆粉条变

成“真金白银”，合不拢嘴的老崔开始酝酿起明年如何扩大

“甜美事业”。

驱车离开崔明金家，走在满是收获的乡间小路上，粉坊里

粉匠那拍打漏勺的声音，犹如一首幸福之歌响彻耳畔……

农民老崔的“甜美事业”
本报记者 隋二龙 郭树仁

本报讯（王静）为了激励和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了解英

雄，崇尚英雄，学习英雄，近日，集安市实验小学举行了“学

战‘疫’英雄精神，做新时代好少年”讲故事、演讲比赛活

动。全校36个班级的选手经过预赛，选出16名优秀选手参

加了决赛。

在这场战“疫”中，同学们耳闻目睹了很多英雄人物，

不仅知道了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等抗疫英雄的壮举，还

记录了自己的爸爸、妈妈在抗疫一线奋战的感人故事。孩

子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最真挚的情感讲述着身边发生的故

事。

学校通过讲故事、演讲的方式，充分挖掘疫情防控期

间育人元素，讲好抗疫英雄故事、励志故事、暖心故事，大

力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让孩子们读懂什么是责任担

当、什么是理想信念、什么是英雄先锋，在心中扎下热爱生

命、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根系，培养大爱、感恩、奉献的精

神，树立坚定的爱国信念，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学战“疫”英雄精神 做新时代好少年
集安市实验小学举行主题演讲比赛

长春工程学院原院长高为峰同志，因病于2020年10月

3日20时09分在长春逝世，享年77岁。

高为峰，福建福州人，汉族，1964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

198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长春建筑专科学校环境

工程系副主任、副校长、校长，长春师范学院院长兼长春建

筑专科学校校长，长春工程学院院长。

高为峰同志逝世

长春市净月高新区
在全市率先实现镇域道
路“户户通”、乡村路灯
覆盖率100%、农村改厕
覆盖率100%，打造了一
批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这是净月区新湖镇漫山
里研学基地美丽的田园
风光。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本报 10月 18日讯 (记者张政 张宽)今天中午，2020-

2021年 CBA联赛常规赛打响，吉林东北虎队首战迎来南京

同曦队。经过4节激烈比拼后，东北虎队以105比 97战胜

对手，取得本赛季首胜。

本场比赛双方均是全华班阵容。同曦队在首节比

赛中，凭借万圣伟在内线的强势发挥一度取得领先，但

东北虎队球员代怀博在次节较量中，凭借个人能力连

连得手，率领东北虎队反超比分，以 56比 44领先结束半

场比赛。

易边再战，东北虎队继续保持良好手感，代怀博、姜

伟泽和姜宇星等多点开花，一路保持领先。末节时刻，西

热力江和李泓澎率领同曦队展开反扑，但东北虎队球员

代怀博等及时得分回敬对手，帮助球队抵挡住对手的反扑

势头。

CBA新赛季开赛

东北虎队首战告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