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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暨图们江
下游地区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
有 时 多 云 ，偏 西 风 4～5
级，最高气温-7℃，最低
气 温 -18℃ 。未来 24 小
时：空气污染气象等级：1
级，紫外线等级：2 级。发
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Газета Тумэньцзян

本报讯（记者 李岩）1月19日，

珲春市召开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

优待证申领发放动员部署会议。

珲春市政府副市长王国峰参

加会议。

会上，宣读了《优待证申领发

放工作实施方案》，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和合作银行负责人签署了合

作协议。

会议指出，各相关部门、乡镇

街道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全面

落实落细《优待证申领发放工作实

施方案》各项要求，进一步明确时

间表、任务书和责任人，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从快从实做好此项工

作。要按照工作程序，尽快对全市

符合发放条件的对象进行全面排

查，摸清底数，实行建档立卡，从严

把好审核关口，认真做好申领证件

种类、材料内容、人员信息等核查

工作。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努力

形成推进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将

优待证申领发放工作与全市“苦练

内功”百日攻坚行动紧密结合起

来，以严实的工作作风高效推进优

待证发放工作。

办实事既要有力度，更要有温

度。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珲

春市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党史学

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百

姓所思所盼为努力方向，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百姓的烦

心事，推动形成办实事、解难题、开

新局的长效机制，尽心竭力增进民

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成立专班 办好惠民实事

质胜于华，行胜于言。党史学

习不仅在于知，更在于行。为把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

事的实际行动，珲春市成立由市委

组织部、市委宣传部、相关职能部

门等骨干力量组成的工作专班牵

头实施，形成工作专班调度指导、

牵头部门统筹推进、各职能单位具

体实施的闭环工作机制；结合省州

相关文件精神和全市工作实际，制

定活动推进方案，列出涉及教育、

交通、医疗、水利等12 项市级层面

重点惠民实事，提出涵盖保障民

生、乡村振兴、便民利民、基层治理

4个方面289个重点项目，并实行月

调度、季报告制度，把牢实践活动

开展方向；重点聚焦历史遗留问

题、“老”“小”群体服务、城乡基础

设施建设和基层治理短板四个类

别，排查梳理群众关心的“急难愁

盼”问题，指导各部门单位按照“切

口小、发力准、效果好”的标准，分

类建立实践活动项目清单，实行台

账式管理。

针对俄罗斯口岸积压鲜活海

产品货车的问题，珲春市政府多次

与俄方协商，双方最终达成“根据

实际情况实行周日预约制，专门验

放鲜活海产品货车”的共识，帮助

外贸企业和客商破解棘手的生产

经营难题。珲春市法院全力破除

乡镇诉讼案件空间壁垒，在距离城

区 90 公里的春化镇试点建设全省

首家“便民网络法庭”，受理案件51

个，使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官

司”……“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开展以来，珲春市共化解信访积

案200余件，推动落实保障民生、乡

村振兴、便民利民、基层治理等项

目890个。

创新举措 强化为民服务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珲春市广大党员自觉

把基层一线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的检验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主战场、践行初心使命的大考场，

让党旗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高高

飘扬。

社区无大事，件件百姓事；社

区无小事，事事牵人心。在河南街

道阳光社区，“搭把手帮帮团”远近

闻名，从电工、水暖工，到木工、家

电维修工，团员们根据各自特长，

从方方面面服务社区居民，切实满

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

这并非个例。自“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珲春市

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

在社区建立党委、在居民小区建立

党支部886个，建立楼栋、单元党小

组1970个，一批没有物业管理的老

旧小区因为建立了党支部，让小区

居民有了“主心骨”。同时，充分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

“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工作，让每

一名党员在岗位上创一流、在社会

中作表率、在家庭里尽责任，组织

凝聚小区居民，共建美好家园。

全市各级各部门不断强化基

层党组织作用，激活为民服务的动

能，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走深走实。

珲春市委组织部整合机关单

位、国企人事档案保管信息 7.9 万

余条，设立“找档案”服务热线和电

话、网上预约两种查询方式，有效

解决了干部群众在招聘招录、财产

继承、 （下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张月）日前，珲

春市召开林蛙专项(特许)渔业捕捞

研讨工作会议。

会上，珲春市各相关部门从行

业角度出发，围绕林蛙产业发展的

基础、现状和前景，林蛙专项（特

许）渔业捕捞许可证发放的系统使

用和注意事项，以及林蛙的保护和

管理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会议指出，各相关部门要通力

协作，严格林蛙专项（特许）渔业捕

捞许可证的批准发放，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推进林蛙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实现林蛙合理利用与森林保护

双赢。

据了解，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林蛙保

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决定对林

蛙捕捉实行专项(特许)捕捞管理，且

林蛙捕捉活动仅限于增殖群体，单

独核发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

可不与内陆渔业捕捞许可证同时使

用。实行专项（特许）捕捞管理，有

利于提高林蛙养殖户科学管理水

平，促进林蛙产业规范发展，有利于

强化林蛙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避

免对林蛙天然资源造成破坏，实现

产业发展和资源保护共赢。

近日，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发布

《关于表扬吉林省党史工作“四支

队伍”突出业绩者的通报》。珲春

市东北抗联史料（延边史料）收藏

研究专家刘诚信榜上有名。

1981年出生的刘诚信，是地地

道道的珲春人，从小就喜欢研究历

史，对历史题材的物件儿更是情有

独钟。近十年来，刘诚信收集日伪

时期的遗物和延边风俗类照片、档

案和资料等近千件，涉及东北亚海

上丝绸之路历史、图们江出海历

史、长白山影像风俗、百年延边城

市记忆、延边抗战史等内容。他所

撰写的文章史考多次被《延边日

报》《吉林日报》《香港大公报》等新

闻媒体引用发表。

2017 年，刘诚信提出“百年图

们江海上丝绸之路”主题文化收藏

研究，并在 2018 年长春文博会期

间，联合知名收藏家王锦思共同举

办了“图们江停止出海70周年历史

文化展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

2021 年，为庆祝建党百年，刘

诚信撰写的发现型论文《关于东北

抗战初期延边地区出现的“抗战党

旗”探究》，被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发表于《吉林党史》杂志。在延边

州委宣传部、州直属机关党工委共

同组织开展的“喜迎建党百年征

文”活动中，刘诚信撰写的《中国共

产党第一面抗战党旗诞生于延边》

荣获二等奖。

作为珲春人，刘诚信十分热

爱家乡。在他看来，历史文化是

一座城市的根与魂，是城市发展

的“内动力”，珲春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建设同样离不开文化软实

力的涵养和支撑。刘诚信说：“珲

春市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珲春

都是一座与东北亚地域文化紧密

相连的城市。珲春市应深入挖掘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充分发挥

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

重要作用，为珲春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的生

机和活力。”

本报讯（记者 李莹）日前，珲

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全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专

业技术人员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培

训。

培训中，就核酸检测采样方

法、个人防护、样本存取转运和注

意事项等工作流程进行详细讲解

和模拟操作，并对重点环节的操作

方法答疑解惑，确保参训人员全面

掌握操作流程和重点步骤，切实提

升新冠肺炎核酸样本采集能力，为

全市核酸采样工作顺利开展打下

坚实基础。

⇑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珲春市全面启动2022年春节亮化工程，提升城市品位，彰

显城市魅力。图为珲春市龙源公园的彩灯。 本报记者 崔美玲 摄

本报讯（记者 杨文奇）1 月 19

日，珲春市政府市长张林国检查节

前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工作。

在拉波尼服饰有限公司、珲春

华润燃气有限公司、长春燃气（珲

春）有限公司、大唐珲春发电厂、欧

亚延百购物中心等地，张林国详细

了解了企业运营情况和节前保供

情况，认真听取了企业安全生产和

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张林国要求，各企业要落实落

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

源头管理，加强员工安全生产教育，

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确保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要时刻绷紧常

态化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完善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要积极拓宽货源渠道，保障

节日市场供给充足稳定，满足不同消

费群体的消费需求，确保人民群众度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珲春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王艳辉参加上述活动。

春节临近，珲春城乡年味儿越

来越浓。连日来，记者走访珲春市

年货市场时发现，海鲜产品和俄罗

斯商品受到市民追捧。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很多商家

开始出售礼盒装的海鲜冻品。海

鲜礼盒内的商品数量从四五种到

十几种，价格从200元到1000元不

等。“这是280元的海鲜礼盒，里面

有鱼段、贝肉、虾仁、鲽鱼、章鱼足

等，性价比较高。还有380元、580

元和880元的礼盒，里面的商品更

丰富，有生冻帝王蟹、鲍鱼等高档

海鲜。从销量来看，低价位的礼盒

销量比较大。”冻品经营者韩女士

介绍说。“我们每年回老家，都带几

个海鲜礼盒回去，家里人都喜欢珲

春的海鲜，虽然是冻品，但携带方

便，口感也很好，经济实惠，许多亲

戚朋友还托我给他们邮寄回去。”

市民高先生说。

走进市区的各家俄货店，果

汁、啤酒、糖果和咖啡等商品琳琅

满目，这些俄式商品成为市民赠送

亲朋好友的理想选择。

一俄货店店长许晓庆告诉记

者，早在一个月前，店里就进入“年

货备战”状态，补充了俄罗斯酒水和

面粉等，确保供应充足。同时，线上

订单也格外火爆，店员每天都要打

包装箱商品，通过快递发给全国各

地消费者。“作为从事俄罗斯商品销

售21年的‘老店’，我们的顾客遍布

全国各地，除零售外，还有不少批发

商，每逢春节等重大节日，他们都成

吨批发啤酒、面粉等商品。直播带

货的网红，也来我们店里带货，销售

额也不错。”许晓庆说。

本报讯（记者 穆蓉）日前，珲

春市文广旅局联合珲春市融媒体

中心、吉视传媒珲春分公司召开专

题会议，对广电行业疫情防控、安

全播出、应急广播、安全管理等重

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要加强常态化疫情

防控，积极主动做好消防安全、人员

作业安全和燃气安全排查等工作，做

到疫情防控与安全播出工作双到位。

会后，该局工作人员针对全市

广播电视各转播机房、供电室等场所

的消防安全通道是否通畅、消防器材

是否处于应急状态、燃气器材是否合

格、电源电线是否老化等进行了检

查，并对吉视传媒营业厅是否落实扫

码、测温等举措，从业人员是否做到

自我健康监测等进行了督导检查。

⇑日前，珲春市河南街道昌盛社区联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分局工作人员创作了大量

与虎相关的满族剪纸作品，在传承满族剪纸艺术的同时，共同迎接壬寅虎年的到来。图为社区工作

者与珲春分局工作人员展示剪纸作品。 本报记者 崔美玲 摄

本报讯（记者 盖晓宇）为进一

步加强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充

分发挥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

1月18日，珲春市近海街道人大工

委在边合区梧桐小区开展“人大代

表选民接待日”活动。

活动中，选民代表就社区供

暖、供电、廉租房、基础设施改造、

民生实事、医疗保障等群众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向6名州、市人大代

表提出意见建议，人大代表们详细

记录了选民的建议和诉求，并与选

民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答疑解

惑。此次，共接待选民代表 50 余

人，收集建议诉求26条。

代表们纷纷表示，将切实担负

使命，积极履职尽责，紧紧围绕中

心大局，认真梳理、分析、研究和交

办选民提出的建议和诉求，积极建

言献策，全力支持近海街道保障和

改善民生。

本报讯（记者 张鑫）日前，珲

春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深入

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珲春

东北亚光电产业园、珲春市政通科

技大学生创业园等园区开展走访

调研，了解企业人才需求，提升服

务水平。

调研中，该中心工作人员与企

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重

点了解了企业人才招聘、人才储备

需求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思路

等情况。

针对企业需求，市人才交流中

心将精准筛选人才简历，推送给企

业作为人才储备。同时将协调省

人才交流开发中心、省级人才招聘

平台，积极宣传珲春企业招聘岗位

信息和企业文化、工作环境、发展

前景等，吸引更多人才来到珲春、

扎根珲春。

本报讯（记者 李莹）日前，珲

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到马川子乡

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向村民们介绍了违反疫情防控相

关法律法规的后果，并结合典型

案例，开展普法宣传，叮嘱村民尽

量减少外出，减少探亲访友，外出

时要戴好口罩，切实做好个人防

护，引导广大村民遵守疫情防控

有关规定，共同筑牢疫情防控防

线。

珲春市召开退役军人、其他优抚
对象优待证申领发放动员部署会议

强化安全意识落实安全责任
确保广播电视安全播出

春节临近，海鲜产品、
俄 罗 斯 商 品 热 销

本报记者 李莹

珲春市政府市长张林国检查珲春市政府市长张林国检查
节前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工作节前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工作

新 春 走 基 层

加强法治宣传 筑牢安全防线

深入园区调研 提升服务水平

珲春市近海街道

开展人大代表选民接待日活动

办实事有力度 惠民生有温度
——珲春市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纪略

本报记者 李鑫

珲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培训

刘诚信：收藏史料 情系家乡
本报记者 宋子琰

珲春市召开林蛙专项(特许)
渔业捕捞研讨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