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21年9月2日 星期四 编辑 周力 张健
要闻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督察进驻日期：2021年8月26日—9月26日

专门值班电话：0431-83112369

专门邮政信箱：长春市 A065 号邮政专用信箱，邮编

130051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

本报 9月 1日讯（记者李抑嫱）今天，

省委市县乡党委换届工作指导组调度会

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恩惠

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市县乡党委换

届部署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好换届各

项任务。

会议指出，换届工作开展以来，省委市

县乡党委换届工作指导组强化政治担当，坚

决贯彻中央和省委精神，坚持从严从实把关

指导，沉到一线推动问题解决，紧紧依靠党

委开展工作，树立良好作风形象，为确保全

省市县乡党委换届健康平稳、风清气正发挥

了重要作用。

会议强调，当前，市县乡换届工作进

入又一关键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

紧压实主体责任，盯紧“一把手”，提供精

准政策指导，站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

度，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

程。要坚持严把代表资格，突出首要标

准，把准比例结构，核准人选身份，确保选

出的每名代表质量过硬。要坚持依法依

规选举，突出强化靠前指导，强化全覆盖

到会指导，加强全方面组织引导，确保大

会选举程序规范有序、结果真实有效。要

坚持压紧压实监督责任，持续抓好警示教

育，突出抓实过程监督，着力抓严督促提

醒，做到换届工作推进到哪里，监督提醒

就跟进到哪里，确保换届风清气正。要坚

持发扬优良作风，始终以严的标准、实的

作风开展指导督导，确保换届指导工作善

始善终、善作善成。

会上，省委市县乡党委换届工作指导组

负责同志分别作了汇报发言。

强化政治担当 从严指导督导 确保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
省委市县乡党委换届工作指导组调度会在长召开

本报讯（记者毕雪）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长春市卫健委非公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充分

发挥行业优势，以“四从四服务”活动为载体，

组织引领全市民办医疗机构广泛开展健康义

诊、卫生宣讲、便民服务、走访慰问、费用减

免、无偿献血、慈善募捐、助力抗疫等活动，解

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民办医疗机构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

根据困难群众的需求，他们定期深入农村

社区，近距离关心帮助弱势群体，开展健

康义诊、扶贫帮困、捐赠救助等活动。长

春骨伤医院党员干部带头组成医疗团队，

深入德惠市大青咀镇，为贫困户送去医疗

和生活物资，开展疾病诊疗和扶贫济困活

动；长春中西胃肠病医院每月18日组织医

护人员参加亚泰助残学会举办的健康义

诊，为残疾群众免费发放胃肠普查体检

卡，累计服务人数 600 余人，累计金额 40

余万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对健康

有了更高需求。为此，民办医疗机构不断开

展疾病筛查、预防保健、公益献血等活动。长

春肿瘤医院鉴于癌症“早诊早治”的黄金法则，

开展科普讲座及肿瘤早筛惠民活动，增强群众

科学防病意识，同时积极参与“白求恩·生命之

光”专项基金肿瘤患者援助项目，最大限度减

轻患者经济负担；吉林百合口腔医院开展“口

腔健康公益行动”，为群众进行免费的口腔检

查，提高全民口腔保健意识……民办医疗机构

通过多种形式活动，努力提升广大群众的健

康意识水平。

不仅如此，民办医疗机构党组织还充分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街头巷尾、临近社区就

地就近开展一站式服务、免费诊疗、健康宣

教、电台讲座等便民活动。长春恒康中医院

开展“一站式驾驶员体检”亲情服务，“流动体

检车”在春城大街小巷有序行动；长春肿瘤医

院、长春生修堂中医院、长春同春堂中医皮肤

病医院等多家医院分别走进奋进乡、三家新

村、保利等社区，开展公益义诊，送医送药进

社区，发放免费体检卡等活动。

长春市卫健委非公党建指导委员会以党

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充分发挥专业技能和职

业优势，切实为广大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

学习成果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

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推进长

春健康卫生事业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拥护

中蓬勃发展。

“医”心为群众 健康服务到身边
长春市卫健委构建民办医疗机构“一站式服务”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为进一步深化党史学
习教育成效，激发党史学
习 活 力 ，近 日 ，国 家 移 民
管理局长春遣返中心组织
民警赴吉林省党史教育基
地天定山党史教育馆参观
学习。
朱冠源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推广黑土地保护“梨树模式”，让更多人

认识到其中蕴含的巨大价值，科技要先行，

试验要先行。在梨树县万亩绿色食品玉米

标准化基地核心区，建起有观测作用的仪器

设备区，主要开展二氧化碳和墒情的观测，

这是气象服务农业的一个缩影。梨树县气

象局局长王野介绍：“目前，气象部门已经开

展重点大宗作物精细服务，按农业部门的三

农专项服务指标提供服务。全县气象网格

已精准到1至3公里，全力补齐农业监测短

板。”此外，他们还建有黑土地保护“梨树模

式”种植大户微信群，依靠气象观测数据，针

对不同种植模式开展个性化服务，助力农技

推广和服务。

黑土的形成与气候有密切的关系。我

省处在中高纬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

分明，冬季寒冷而且漫长，导致夏秋季比

较茂盛植物的枯叶在土壤中分解得比较

少，日积月累，形成性状比较好，适宜农耕

的优质土壤。黑土的退化也跟气候有一

定的关系，风蚀、雨蚀，还有冻融的侵蚀都

是黑土退化的自然因素。省气象科学研

究所农业气象室主任王冬妮说，今年他们

申报了省科技厅的项目，开始在长春设立

监测点，加强台风预测和评估工作，并进

行相关倒伏实验。确定全省风灾指标，建

立风灾产量的损失模型，根据历史资料，

分析全省各地的风灾风险，为粮食安全提

供气象保障服务。

我省黑土耕地面积为83.2万公顷，黑

土区粮食产量占全省一半以上。端牢“中国

饭碗”，筑牢乡村振兴之基，气象服务在其中

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强化播种、生长和收获

等关键节点的农时服务保障，加强农业气象

灾害预报和影响评估能力，提高作物病虫害

防治气象服务水平。

建设现代农业气象保障体系，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我省气象强省建设意见对此进行

了部署，要求气象部门加强国家粮食安全气

象保障能力，同时做优特色农业气象服务，

为全省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我省气象部门聚焦东北平原国家粮食

安全产业带建设，实施粮食安全气象保障能

力提升工程。完善现代农业气象综合监测

网，发展农业气象遥感监测技术，提升农业

气象观测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建立黑土地

保护与利用气象服务保障系统。创建品种

选育气象服务示范。

做强吉林省农业气象中心，建立榆树玉

米、白城大豆、延吉水稻和舒兰水稻农业气

象分中心，建设梨树农业气象实验基地。开

展春耕保播种、抗旱保苗、生长季防雹等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开展农业气象指数保险

和农业巨灾保险气象服务。建设国家级长

白山人参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中心和抚松人

参气象服务试验基地，建立省级设施农业气

象服务中心。

另外，还结合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

建，打造山葡萄、食用菌、道地药材、蓝莓

等特色农业高标准、精细化气象服务示

范。加强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工作，助力

打造吉林大米、人参等“吉字号”品牌。围

绕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优化，开展大

豆等农作物适宜种植和农业气象灾害风

险精细化区划。开展农业气象信息服务

提升行动，扩大农业气象信息发布渠道，

实现“直通式”气象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全覆盖。

护 航 黑 土 粮 仓
——我省气象部门保障粮食生产走笔

本报记者 曾庆伟

本报讯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原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李志

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原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

李志隆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记者陈婷婷）记者从长春海关获悉，1-7月，吉林

省区外松子加工贸易（除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进出口14.99

亿元，同比（下同）增长81.9%，占全年吉林省进出口总值的

28.95%，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其中，进口9.31亿元，增长

139.4%；出口5.68亿元，增长30.5%。

据了解，2月份以来，蒙古国、俄罗斯两国口岸陆续恢复

通关，推动松子加工贸易企业去年年终已签订的加工贸易合

同得以执行，企业备案加工贸易手册意愿强烈，新增松子加工

贸易企业4家。1-7月，24家松子加工企业共备案加工贸易手

册66本，备案进出口总值达29.49亿元。

同时，受上年度蒙古国松子丰产及蒙古国出口通关便利

政策影响，1-7月，自蒙古国进口西伯利亚松子8.31亿元，占

区外松子加工贸易上半年进口总值的89.3%，蒙古国成为我

省松子加工主要进口国。

为进一步助力松子加工贸易发展，长春海关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坚决落实海关总署统筹疫情防控和促进外

贸稳增长工作要求，以便民利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开辟绿

色通道，对符合条件的区外松子加工贸易企业，免于征收风

险保证金963.5万元，稳步推进区外加工贸易试点改革任

务，充分释放改革红利，不断助推吉林省区外松子加工贸易

高质量发展。

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81.9%

我省松子加工贸易快步提速

本报讯（记者李婷 张添奥）近日，舒兰市首家黄牛交易市

场暨舒兰市博飞牲畜交易中心开市投入试营业。开市头四个

交易日就成交7226头，成交额1.5亿元。

该市场位于舒兰市环城街道春田村二社的舒开公路旁，

占地面积5.76公顷，农历尾数一、四、七开市。该市场在区

位上，地处舒兰市中部核心地带，辐射省内的吉林、长春、延

吉和沈阳、哈尔滨等地，交通便利；货源上，舒兰市黄牛养殖

量大，可提供充足的交易牛源；环境上，舒兰市是国家首批

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全国无口蹄疫免疫示范县、全国整

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县，畜产品质量信誉度

高。开市当天入市黄牛2600多头，成交2300多头，成交额

5000多万元。

来自舒兰市环城街道同兴村的养牛户韩文才于8月14日

和8月18日两个集市日来到博飞牲畜交易中心，共买走100

多头牛。老韩打算将这些牛一半自己饲养，另一半贩卖给本

村其他养牛户。他对记者说：“以前，我买牛卖牛要去蛟河和

哈尔滨。道远，牛掉分量不说，还得加上食宿费、运输费、交易

手续等费用，成本高了不少。现在，家门口就有市场，我这两

次买牛，一下就省了1万多元。”

据了解，舒兰市博飞牲畜交易中心计划总投资3000万

元，总占地面积9.96公顷，分为一期现代化黄牛综合交易区

和二期现代产业服务区两部分。

舒兰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场是上联市场、

下联基地，集农资供应、黄牛交易、信息发布、产品销售等多功

能于一体的区域性活牛交易中心，由舒兰市博飞牧业有限公

司建设和运营。舒兰市政府给予其用地减免、配套建设奖补

资金等扶持。

舒兰市首家黄牛交易市场营业

（上接第一版）年轻干部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

事，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

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内容，敢于坚持真理，善

于独立思考，坚持求真务实。

习近平强调，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

在，也是价值所在。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

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改

革发展稳定工作那么多，要做好工作都要担

当作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

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做事总是有风

险的。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凡是有

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

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

习近平指出，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

要品格，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

准。对共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是真

正的好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

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好的是自己，坏

的是风气、是事业。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

则，就要讲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

决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

甚至是犯罪。大是大非面前要讲原则，小事

小节中也有讲原则的问题。党的干部都要有

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精神，讲原则不讲面

子、讲党性不徇私情。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

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

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

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

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

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

习近平指出，讲规矩、守底线，首先要有

敬畏心。心有所畏，方能言有所戒、行有所

止。干部一定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敬

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法纪。严以修身，才能

严以律己。一个干部只有把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总开关拧紧了，把思想觉悟、精神境

界提高了，才能从不敢腐到不想腐。我们共

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

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

正气、一尘不染的人。

习近平强调，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

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果知识不

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就会耽误事。年轻

干部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正处

在长本事、长才干的大好时期，一定要珍惜光

阴、不负韶华，如饥似渴学习，一刻不停提

高。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

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要结合工作

需要学习，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

的创新理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经济、政治、法律、

文化、社会、管理、生态、国际等各方面基础性

知识，学习同做好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

技能，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

习近平指出，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

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是领导干部成长成才

的必由之路。同样是实践，是不是真正上心

用心，是不是善于总结思考，收获大小、提高

快慢是不一样的。如果忙忙碌碌，只是机械

做事，陷入事务主义，是很难提高认识和工作

水平的。

陈希主持开班式，表示年轻干部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密结合思想和

工作实际，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砥

砺政治品格，锤炼过硬本领，以忠诚干净担当

的实际行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丁薛祥、黄坤明出席开班式。

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参加开班式，中央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上接第一版）按照“各县（区）、市直各部门双线同时进行办

理”的案件处理程序，科学、精准、迅速处理解决督办发现的各

类环境问题；对交办的信访案件，采取“第一时间研判、明确承

办单位，承办单位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亲自赶赴现场进行核实，

承办单位第一时间反馈案件办理结果”的“三步走”方法，压实

责任，层层落实；严把审核“一会商”，对案件逐一进行审核把

关，确保案件办理依法依规准确无误；实行办理结果“一报

告”，确保信息及时有效公开，确保整改取得实效。

通化市将抓好信访案件办理作为配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的重点任务，实行信访案件属地党委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一

案双办”工作机制。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信访

案件，落实一个案件一个清单、一个案件一套整改措施、一个

案件一部整改方案的工作机制。同时，实行案件办理预警追

责制，对办理不力、虚假整改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影响

的单位和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白山市精准发力，形成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压紧压实责

任。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工作任务、转办的信

访案件，准确分析研判，实行重点案件领导包案制度。在省协

调联络组规定的7天上报最终办理结果的基础上，将案件办

理压缩到4天内上报最终办理结果。同时，成立问责追责组，

对不按期办结转办案件、不按时完成整改任务及上报材料不

及时、不规范等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处理。

松原市建立“五化法”案件办理工作模式。“清单化”明确

任务目标，“图表化”控制流程进度，“手册化”提出措施要求，

“模板化”细化工作标准，“机制化”落实保障措施。对交办案

件，松原市已全部列入案件清单，细化明确具体措施、推进步

骤、责任链条，按照工作流程图、案件办理手册、调查处理材料

模板等标准要求规范办理。

积极响应 即察即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