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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祖维晨）记者近日从省

民政厅获悉，为全力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收官之战，省民政厅认真贯彻落实全国

和省扫黑办“六清行动”部署要求，制定下

发《乡村治理民政领域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以 6个专项整治行动、“二十二个严

查”的务实有力举措，全力推动民政领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深挖根治、长效常治

挺进。

深入开展村民自治领域涉黑涉恶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加大涉黑涉恶问

题线索排查、打击力度，严查涉黑涉恶人

员操纵村委会换届选举问题，严查涉黑涉

恶人员插手村级公共事务、欺压残害村民

等问题，严查村委会组织软弱涣散、村民

自治制度不落实等问题，先后收集问题线

索 111 条，公安部门确认 45条，累计排查

出有前科劣迹村干部7066名，其中4236名

被清除，问题线索、清理对象全部实现“清

零”。将“涉黑涉恶”“黄赌毒”等突出问题

纳入村规民约制度建设，强化村民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形成让黑恶势力

无地自容、无处藏身的长效机制；全面建

立村“两委”候选人资格条件负面清单制

度，以及市级抽审、县级联审、乡级预审的

三级联审机制，彻底阻断黑恶势力进入村

级组织队伍。

深入开展农村低保乱象专项整治行

动。严查涉黑涉恶人员干扰破坏社会救

助申请、评议、审核、公示等程序的违法行

为，严查以暴力、威胁、恐吓、滋扰、辱骂、

恶意传播传染性疾病、缠访闹访等方式胁

迫社会救助工作机构或工作人员为其本

人或他人违规办理社会救助的问题，严查

对社会救助经办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问

题，先后收集问题线索12条，全部移交公

安、政法部门。印发《关于2020年深入持

续推进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

见》，针对农村低保乱象问题，围绕“五个

清理纠正”“三个聚焦整改”等，建立健全

长效制度保障机制。

深入开展养老服务市场突出问题专项

整治行动。严查非法运营的养老机构，严

查养老服务领域欺老虐老行为，严查养老

市场恶意竞争行为，严查打着“养老”旗号

非法集资问题，严查利用养老设施虚假推

销保健品和理财产品等行为。印发《吉林

省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联合相关部门对全省1370个养老机

构进行全面检查，共关停、整改非法运营

养老机构 248 家，妥善转移安置老人 995

人。

深入开展乡村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整治行动。严查未经审批私建经营性公

墓、公益性墓地违规对外出售、炒买炒卖墓

穴或骨灰格位问题，严查殡葬服务、中介服

务和丧葬用品市场划区划片、欺行霸市、牟

取暴利行为，严查转包、转租村民承包的林

地、荒地，分块以租赁形式卖给他人做墓地

的行为，严查在公路（铁路）两侧、风景旅游

区、水源保护地等埋坟建墓行为。建立了

由政府领导，民政牵头，公安、自然资源、市

场监管等部门参与的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领导小组，全省累计清理散埋乱葬

坟茔52万余块。

深入开展乡村非法彩票专项整治行

动。严查彩票投注站内非法经营“黑彩”

问题，严查以“快3”“3D”等电脑彩票开奖

号为依据进行赌博活动问题，严查在村屯

小卖店、药店、农资商店私设“黑彩”销售点

问题，严查利用互联网等方式非法销售“黑

彩”问题，先后排查线索117条，撤销违规站

点112个，协调公安机关破获“黑彩”案件

430起，涉案金额13.01亿元。出台《双向移

交反馈“黑彩”“保护伞”线索工作制度》《打

击非法彩票举报奖励制度》《吉林省投注站

违规违法惩戒办法》等政策措施，形成了对

“黑彩”问题的长效监管机制。

深入开展非法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

动。严查未经登记或撤销登记仍以社会

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行为，严查开展

超出业务活动范围或从事非法活动的社

会组织，严查未登记为慈善组织或未取得

公开募捐资格在乡村开展募捐活动的非

法行为，累计联合公安部门取缔4家非法

社会组织，行政处罚30家，约谈183家。

省民政厅开展6个专项整治行动

全力打好民政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本报讯（记者付平 王丹）12月13日，经

过3天的激烈比拼，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

赛在广州落幕。吉林省代表团共收获2枚

银牌、3枚铜牌，28个优胜奖，团体总分116

分，总成绩位列第15位。

此次大赛，来自全国各省（区、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和有关行业的36个代表团，

近5000名参赛选手共同角逐86个项目的金

银铜奖。我省共派出87名选手参加了76个

项目的比拼，最终，增材制造、信息网络布线

2个项目分别获得银牌，数控铣、塑料模具工

程、工业机械装调3个项目分别获得铜牌。

“此次大赛我省参赛总体成绩优异，世

赛项目突破历史，预计进入第46届世界技

能大赛国家集训队选手19人，涉及18个项

目，比进入上一届国家集训队的选手人数增

加280%，项目数增加了350%，预计获得‘全

国技术能手’的选手人数8人。”吉林省代表

团领队尚绪更介绍。

在获奖项目中，增材制造、信息网络布

线都是即将举行的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

新增项目，我省首次派出选手参赛。信息网

络布线项目获奖选手贾浩宇兴奋地说：“各

省选手能力都很强，通过这次比赛自己成长

了很多，积累了很多大赛经验，但取得的成

绩离不开省里和学校的支持，希望在接下来

的国家集训中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下一步，我省将加大职业技能人才的培

养力度，进一步完善省级职业技能竞赛体

系，同时围绕我省重点优势产业，打造特色

项目，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技能人才，为吉

林省产业发展服务。

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落幕

我 省 收 获 5 枚 奖 牌

本报讯（记者李婷 张添奥）近日的一

场降雪，让吉林市东福米业公司种植基地

被白色覆盖，但通过企业内智慧云数字稻

米质量追溯系统的大屏幕，依然可以清晰

地显示出各地块的准确位置和种植面

积。东福米业负责人介绍说，企业生产出

的每种大米，它们的种植地块、种子来

源、肥料使用等情况都可以通过这一追溯

系统找到，实现了从种植到餐桌的全程可

追溯。

东福米业的智慧云数字稻米质量追

溯系统还极大方便了农户。农民徐士成

点开手机上的客户端，就显示出种植合

同、种植日记和采购日记等，还能通过链

接中国农网和中国天气网，随时了解农资

和天气信息。徐士成介绍说：“我能通过

手机下单，东福把种子、化肥提前给我配

送到家。”

据了解，在省、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吉林市稻米企业质量可追

溯系统建设粗具规模，已在东福米业、普

康农业、老爷岭农业等近 50 个龙头大米

企业安装。今年相关技术单位又对追溯

体系进行了技术版本升级，在吉林市晟京

米业、实盈农业、昌锦米业、春新家庭农

场等10个具备条件的稻米企业或水稻种

植合作社建设安装了智慧云数字稻米质

量追溯系统，初步形成了“稻米产业体

系+质量追溯体系+网上营销体系”的水

稻种植、大米加工、市场化营销全程云追

溯新模式。

东福米业所使用的智慧云数字稻米

质量追溯系统 ，是以 GIS 云为基础、以

物联网和大数据为核心 ，建立起来的

一个准确 、高效 、快速 、全面 、规范的

农业信息管理平台。省、市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通过信息化手段 ，将企业水

稻等粮食作物种植的品种繁育、农资

管理、生产加工等数据与 GIS 空间信息

融为一体 ，直观、形象、动态地显示各

种农业资源的空间分布状况和变化趋

势；还将区块链+食品安全、互联网+、

GIS、大数据、云计算、视频、监控以及

农业专家智慧完美地运用到传统农业

中去 ，使农业更具有“智慧”，让生产

经营决策更科学。

“智慧云追溯”助力农业现代化

本报讯（记者张鹤）近日，吉林农业大学与吉林省农业科学

院“新农科”建设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仪式上，双方就我省“新农科”建设合作的背景、内容、机制

和未来远景展开讨论，并对下一步“新农科”建设和双方合作共

建提出具体要求和明确的发展方向。

据悉，根据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双方将聚焦农业领域融合

创新的人才需求，以“一省一校一所”国家新农科建设试点项目

为依托，在新农科建设“三融三通”协作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共建

吉林省新农科长白山创新（产业）学院、新农科协同创新中心、新

农科国际合作中心，积极探索新农科建设校院合作“吉林模式”，

促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中外融合，加快建设首批国家级卓越

农林人才教育合作育人示范基地。

立足黑土地 共建“新农科”
吉林农大与省农科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江超）“步职有我”是吉林师范大学精心打造的学生工

作品牌建设项目，面向全校学生，模拟实战招聘，力争创办校园精

品招聘会和建设优质就业服务平台。近日，该校第七季“步职有

我”品牌活动举行，百威（中国）销售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参加活动。

活动分为初露锋芒、艺高一筹、职场实战、你来我往和意向

签约5个环节。选手机智灵活的回答、冷静淡然的应聘态度给

企业负责人留下深刻印象，也给在场观摩的学生树立了良好的

榜样。切合实际的提问、尖锐准确的点评，使在场师生受益良

多。最后，5名选手凭借出色表现顺利进入签约仪式环节。

一位参加活动的学生表示，学校举行这样的招聘会，不仅给

他们创造了就业机会，也让他们长见识有收获，对今后的学习工

作有了更加清晰明确的规划。

吉林师范大学——

模拟招聘助力学生职业规划

本报讯（记者陈婷婷 实习生张世新）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原产地证书签证智能化、标准化、规范化，继原产地证书

自助打印、信用签证等便利措施之后，长春海关又推出原产地证

书签证新举措，即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

智能审核指原产地管理系统自动对企业申报的原产地证书

电子数据进行审核，并做出审核通过、退回修改、人工复核以及

调查等审核结论的审核模式，形成原产地证书“系统自动审单+

人工审单”的签证新模式。

据悉，根据总署统一部署，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工

作于2020年12月10日正式全面实施，原产地证书“秒”批时代

全面开启。此次智能审核功能上线，共涉及16种原产地证书，

结合2019年推出的自助打印功能，企业从申请证书到签发证书

的时间由原来的按工作日计算缩减至以秒计算。

长春海关推出新举措——

原产地证书进入“秒”批时代

本报讯（记者张政）为进一步推广和普及群众羽毛球运动在

我省的开展，提高羽毛球运动水平，由省体育局主办，吉林省羽

毛球协会协办，长春篮城体育俱乐部承办的2020“羽你同行”吉

林省第五届全民羽毛球冠军赛总决赛于12月12日在长春篮城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开拍。

本次比赛采用全封闭、空场、赛会集中制的形式进行。总决

赛阶段所有场次的比赛均进行了线上直播。两天决赛场次的线

上实时观看人数达到10万人以上，整个比赛期间线上观看赛事

观众总人数近百万。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全省400余名选手报名。经过决赛阶段

499场次比赛的激烈角逐，来自长春羽协的马赛一和朱思彤分

别获得A组男单和女单冠军。李佳朋获得B组男单冠军，马雯静

获得B组女单冠军；李卓昂获得C组男单冠军，杨夏易获得C组

女单冠军；费冬尼获得D组男单冠军，龙展获得D组女单冠军；金

阳/崔圣杭获得D组男双冠军；龙展/李晓晗获得D组女双冠军；

陈鹏/关丽获得D组混双冠军；孙伟获得E组男单冠军，王晓丽获

得E组女单冠军；周小川/李振峰获得E组男双冠军；王晓丽/代

春敏获得E组女双冠军；徐敏/孙伟获得E组混双冠军。

全省全民羽毛球冠军赛总决赛开拍

近年来，松原市宁江区

通过股权转让、兼并组合、合

作嫁接、内部挖潜等一系列

举措，积极助推停产、半停产

企业早日盘活并增产达效。

这是宁江区联动盘活典型企

业吉林飞达杭萧建筑科技有

限公司锻造车间。

本报记者 丁研

实习生 席琳琳 摄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李娜）今天上

午，长春市国际汽车城新入职工作人员培

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国各地一流高校，

经过层层选拔的83位新入职人员怀揣干

事梦想，“扎根”长春国际汽车城。

“通过培训，我对长春的社会经济发

展有了初步了解，对本职工作有了新的认

识，享受了一次丰富的‘营养套餐’。”来自

东北师范大学的硕士生贺然是内蒙古人，

长春国际汽车城对人才的政策吸引了她，

培训入职后，她希望能“扎根”长春，学以

致用，为吉林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据了解，83 位新入职人员当中本科

生24人、硕士研究生57人、博士研究生2

人，来自全国各地，就读法学、经济学、工

学、管理学等不同专业，平均年龄25岁。

“此次新入职工作人员培训在内容、

方式、管理上做了精心安排，希望新入职

工作人员通过培训坚定理想信念，把好政

治站位，尽快融入团队融入集体，投身到

长春国际汽车城建设中；坚持虚心学习、

终身学习，不断提升干事创业本领和能

力，努力为长春国际汽车城建设作贡献。

同时，在今后的工作中坚持深入基层，深

入一线，全面服务好企业、服务好百姓，把

青春力量奉献给长春国际汽车城。”汽开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83名高材生“扎根”长春国际汽车城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祖维晨 实习生

何艳）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强化网络名人政治引导和团结引

领，今天上午，由省委网信办、省互联网业联

合会组织开展的“聚焦振兴发展 e启幸福吉

林”全省网络名人主题系列活动暨长春行活

动在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省互联网业联合会被授予

“吉林省社会组织党建创新示范基地”。同时，

主办单位还为网络名人代表授旗。启动仪式

结束后，省委网信办组织全省网络名人代表走

进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长山花园社区和一

汽集团研发总院观摩学习，推动网络名人不断

为吉林振兴发展营造良好网络氛围。

下午，网络名人代表又走进吉林大学，聆

听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

喜平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与青

年大学生畅谈学习体会，进一步坚定了理想

信念、增进政治认同。

据悉，本次活动将从今天持续到12月30

日，组织全省各地网络名人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深入实际宣传家乡新发展、新变化，感受“十

三五”成就、展望“十四五”远景。全省各地网信

办按照省委网信办统一部署，也同步启动了属

地网络名人主题系列活动，组织属地网络名人

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园区，围绕

地方创新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红色文

化、冰雪旅游、红色孵化器等内容，实地见证家

乡新发展、展示家乡新变化，充分利用新媒体

互动平台，精心制作创作一批“有速度、有温

度、有深度”的网络文化产品，用新形式、新表

达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和幸福吉林建设在网上

传递正能量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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