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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胡国忠从镇赉县政协秘书长职务上退
下来后就到县关工委工作，担任镇赉县关工委常务
副主任。他虽年近古稀，但精神矍铄，干劲十足，以
老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感，一心扑在培养教育下一
代工作上，勤勤恳恳，不畏艰辛，默默奉献，尽心尽力
发挥余热。

胡国忠热爱学习，每天坚持看书读报，关心政
治，坚持写工作日记。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他认真学
习十八大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
习新党章。

在农村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和“中国梦”活动中，
涌现出一大批学科技，用科技，勤劳致富的先进典
型，胡国忠不顾道路遥远，逐个进行采访，撰写了18
篇典型材料，编印了《科技致富的青年农民》小册子，
鼓励青年走科技致富的道路。

在工作中，他发现有部分基层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责任心不强，或因年老体弱等影响工作，提出对基
层常务副主任进行调整，实行聘任制建设，并拿出方
案。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工作，调整了22名常务副
主任，充实了一批热爱这项工作又年富力强的老同
志，推动了全县关工委工作。为了提高基层关工委
常务副主任的综合素质和工作水平，他组织举办了
多期培训班。为了让关工委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经
常化，他先后撰写了《关心下一代工作要与时俱进》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关工委工作》《继往开来，与时俱
进，努力开创镇赉县关工委工作新局面》等6篇论
文，其中《浅谈利用“五老”优势，发挥“五老”作用》刊
载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理论研讨会的汇编上。

胡国忠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胆囊炎等多种疾病，在工作中他从来
不叫苦叫累，没有因为生病而耽误工作。2012年1月，因心脏病发作住
进医院，但他没住几天院就继续工作。3月份，他心脏病又复发了，在省
医院安装了心脏支架，回来后又马上投入到工作中。由于他工作突出，
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和组
织的表彰，2011年先后被省市
县授予“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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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郭晓伟 姚剑）为进一
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
中华优秀家训，涵养良好家风，培育
家庭美德，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通榆县妇联通过4项措施扎实开展

“传承好家风好家训 建设廉政家
庭”活动。

一是打造“楼道上的家风”社
区文化。县妇联联合育才社区、鸿
兴镇鸿兴村等多个“妇女之家”，通
过墙绘、喷画等形式，开展系列传
统文化宣传教育活动，让居民重新
感受家风家训的力量，讲文明、树
新风，营造邻里和谐、文明有礼的
社区氛围。

二是开展“好家教好家风”主题
书画展活动。县妇联组织全县各族
各界妇女干部和广大家庭成员参观

了“中国梦 鹤乡情”主题书画展，活
动展出了48条好家风好家训，充分
展现了当代家庭的文明风采，带动
了更多的居民从家庭做起，让好家
风好家训走进千家万户。

三是编印《好家教好家风》宣传
单，传播家训之风。县妇联围绕好
家教好家风小故事，中华传统家教
文化经典及家教家风名言警句等题
材，编印了《好家教好家风》宣传单，
并通过志愿者的手，传递给千家万
户，提升了居民的自身修养和城市
文明水平。

四是开展多项征集、评选活动，
深化家庭精神文明建设。县妇联组
织开展好家风好家训征集，寻找“最
美家庭”“平安示范家庭”“书香家
庭”推荐、评选和学习宣传活动。

本报讯（迟秀明 杜克峰 记者汪伦）
今年以来，通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

“三书五进”等多种形式帮助企业进行商
标培育，大力实施“商标战略工程”，结合
通榆县经济特色，着力突出“品牌兴农，
商标兴企”战略，认真抓好商标知识宣传
普及，商标注册和培育，商标专用权保护
等重点工作，鼓励、引导和推动企业争取
使用商标和争创知名、著名、驰名商标，
充分发挥品牌效应，努力提升通榆县企
业的综合竞争力。

加大宣传培育力度，营造商标战略
氛围。该局不断加大涉农商标和电子
商务经营企业商标培育力度，以“3·
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4·26”世界知
识产权日为契机，利用“三书五进”等
形式，宣传商标相关知识，提高涉农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商标
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营造了品牌创建
的良好氛围。

加大商标培育力度，发展壮大特色
品牌。业务科室和辖区分局对全县优
质涉农企业的商标进行普查，建立因地

制宜的发展机制，按照“培养一批，申
报一批，储备一批”的原则，建立涉农
商标储备库，重点对其商标培育进行行
政指导，提高涉农商标的申请量和注册
量。该局还积极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围
绕本地传统特色农产品的历史文化、产
品特色、生产规模及发展前景等主题开
展走访调研，将具有品质及数量优势的
通榆葵花、黑瓜子、蓖麻籽等产品品牌
建立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储备库，对入
库的每件地理标志产品进行规划，指定
专人进行指导。

加大提醒服务力度，提高商标管理
能力。该局充分发挥商标管理职能，运
用商标资料，积极服务市场主体，提高企
业注册商标的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设专人对每期商标公示进行查阅和登
记，及时通知商标注册人，对企业商标的
注册期限，商标核定范围，注册人名义、
地址等有关档案材料认真掌握，将快到
续展期限，变更名义或地址的商标企业
进行整理归类，及时以书面和电话的形
式告知企业，做好提醒服务。

本报讯（孙剑 桑维秋）为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
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通榆县什花道乡通过4项
举措，提升基层干部队伍的思想政
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筑牢反腐倡廉
防线，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

建立学习制度，提升基层党员干
部思想素质。该乡建立了党员干部
学习制度。一是健全了集中学习制
度，党委书记当好学习带头人，带头
学习，带头做笔记，带头发言，把理论
学习与思想实际、工作实践相结合，
每周开展一次集体学习。二是领导
干部结合分管工作对乡镇干部、村社
干部进行专题培训。三是每次干部
会前，由各业务骨干对全体干部职工
进行政策业务培训。四是通过QQ
群、微信群等媒介在线学习。

培养后备人才，确保基层党员干

部后继有人。该乡注重对女性、优秀
青年、产业带头人的选配，在全乡范
围内选拔储备了70名年轻有知识，
正派民主，热心公益事业，能带动群
众发展致富的村民为村级后备干
部。为每个支部储备了7名有能力、
年轻化、知识化的村级后备干部。

完善服务载体，增强基层党员干
部服务意识。该乡完善服务群众问
责考评机制，在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

“一诺三联四帮”活动。在精准扶贫
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帮富带
富能力，全乡216名党员参与此项活
动，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健全廉政机制，筑牢基层党员干
部勤廉观念。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
习廉政纪律法规，观看廉政警示教育
片，开展廉政勤政大讨论，撰写勤政
廉政心得，组织乡村干部观看《镜鉴》
纪录片4次，警醒广大基层干部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近年来，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坚持以
教学为中心，以育人为根本，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全面实施“四大战略”“六大
工程”，办学实力显著增强，人才培养质量不
断提高，社会知名度明显提升，全面完成了

“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2013年，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第二轮

评估。按照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评促改
的评建方针，着力提升教学质量，学校增加
了眼视光技术、药品经营与管理、助产、康
复治疗技术、公共卫生管理等5个新专业，
专业数量达到13个。新增了口腔医学技
术、护理2个省级品牌专业。在原有1门省
级精品课基础上，新增了药理学、病理学、
口腔内科学、基础护理学及内科护理学等5
门省级精品课。教师自编教材59部，其中
校本教材47部。发表论文656篇，其中核
心期刊论文 68篇。各类大赛成绩喜人。
口腔医学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医疗美容技

术等竞赛奖项排在全省高职院校前列，在
首届全国性医疗美容技术专业技能大赛
中，学校荣获美容技术竞赛团体一等奖，个
人医学纹饰技术竞赛一等奖和美容化妆技
术竞赛二等奖。

办学条件极大改善
学校紧紧抓住省属高校加大投入的有

利时机，改善办学条件。2015年，医高专附
属医院争取省级专项资金1100万元，增加
64排128层螺旋CT机、X线DR照相机、血
液透析机、高清内镜等大中型医疗设备近20
台（件）。投入4亿多元，新建实训大楼2栋，
学生公寓3栋，标准化食堂1座，大学生洗浴
中心1个，标准化塑胶运动场1个。对老旧
公寓、食堂、3座实验楼和道路广场全部进行
了维修改造。学校已建成6个标准化实训
中心，159个标准化实验室，新增了近3万平
方米实训面积。馆藏图书增加。投资392
万元增加图书馆文献资源和设备改造，纸质
图书由21万册增加到27万册，电子图书由

11万册增加到25万册。

师资水平明显提升
学校采取培养和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强

化师资队伍建设。教师业务培训多措并
举。通过新老结对，骨干带动，选送进修，鼓
励读研，集中培训等措施，集中培训教师
400多人次，到医院和企业进修100多人次，
派出国外研修10余人次。人才引进步伐加
快。通过公开招聘方式，引进副高级以上专
业技术人才、本科及研究生学历教师 73
人。外聘兼职兼课教师103名，回聘退休教
师37名，附属医院兼职教师18人，有效缓解
了师资不足的问题。

招生就业势头良好
学校招生计划指标有新突破。年度招

生计划由2010年的1150人增加到2016年
的2619人，增长128%。全日制在校生由5
年前的 4500 人跃升到 6800 多人，净增
2300人，增长51%。学校主动适应招生制

度改革新形势，实行了单独招生、中高职衔
接、专本衔接等招生方式。2015年和2016
年单独招生700人，同北华大学、吉林医药
学院、长春中医药大学专本衔接招生360
人。学校连续举办9届供需洽谈会，通过洽
谈会、分专业专场招聘会等就业平台，以及
专升本、应征入伍、志愿西部计划等方式，积
极促进就业，毕业生就业率连续5年达到
93%以上，个别专业就业率达到100%。

学团工作扎实有效
学校每年选派辅导员参加各级各类辅

导员培训30余人次。开展了“大学生文明
修身工程”“宿舍安全文明卫生评比”等活
动，强化行为养成教育。每年涌现出学生
先进集体近30个，先进个人800余人。培
育校级学生社团26个，年均1200人次参
与。2016年，参加社团人数增至2200余
人，占新生比例90%以上。关注大学生心
理健康，每年面向新生开展心理健康普查，
覆盖率达100%。

凝心聚力谋发展 砥砺奋进铸辉煌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育工作综述

●陈宝林

通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品牌兴农 商标兴企”战略结硕果

通榆县妇联扎实开展
“传承好家风好家训 建设廉政家庭”活动

通榆县什花道乡

努力提升基层干部队伍素质

镇赉县五棵树镇把提高社会福利服务水准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之一，投资417万元建设1
个高标准农村社会福利老年养护中心。该项目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同时
可容纳100位老人或其他优抚对象居住。目前土建工程已经完成，室内装修正在施工中，预计年底
可投入使用。该养护中心设施一流，四周绿树成荫，可为优抚对象提供舒适优雅的居住环境。图为
工人正在室内安装淋浴器 李雪阳 本报记者李晓明摄

近日，通榆县水政水资源管理中心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宣传活动，分
别在县中心地段人口密集区发放宣传单2000份，解答水法咨询问题5件，让百姓认
识到节约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引导全社会加深对通榆水情的认知，形成知水、节
水、护水、亲水的良好社会风尚 陈雨薇 张庆文摄

按姓名笔画为序
洮北区（73名）：
于秋利、于深也、王长义、王玉江、王占国、王向超、王桂清（女）、王海军、

王淑敏（女）、王斌、王燕（女）、田长林、白玉芳（女、蒙古族）、白铁良（蒙古
族）、丛蕾（女）、冯宝金、毕海燕（女）、朱维晓、刘云华（女）、刘东洋、刘红霞
（女）、刘淑杰（女）、刘鹏远、刘福彪、刘磊、汤长春、孙波（女）、芦广顺、李
伟、李忠民、李新（女、满族）、杨立忠、杨桂荣（女）、杨晓舟、杨喜军、何野平
（满族）、汪少成、宋长松（满族）、宋险峰、张书利、张百君、张伟、张国华、张国
华（洮北区）、张跃云（女）、陈立羽、陈明、陈修良、陈鹏、林树良、林淑琴
（女）、季委、岳文、周静清（女）、庞庆波、郑林、孟青华（蒙古族）、孟昭彬、赵
明先、胥国民、袁玉、徐建成、徐宪君、高建华（女、满族）、曹立平、崔茂森、梁
子军（满族）、梁静慧（女）、韩勇（锡伯族）、嵇长波（女）、释正行、谭鸿举、戴
广玉

镇赉县（52名）：
王琪（女）、王小雷（满族）、王可平、王立娜（女）、王任刚、王明华（女）、

王喜权、石云虹（女）、叶静波（女）、付文国、丛树槐、冯立中、朱怀、刘亮、刘
化伍、刘福成、孙伟、孙世军、孙海军、李金亮（女）、李洪慈、李润和、李晶波
（女）、吴国芹（女、蒙古族）、吴雪冰（女）、吴澍（蒙古族）、佘庆丰、邱利鹏、邹
畅林、宋爱云（女）、张冰（满族）、张国强、张威、陈汝涛、武孙权（蒙古族）、林
树彬、金喜双、周元平（女）、周建伟、周淑凤（女）、赵洪、赵楠（女）、赵永恒、
姜波、徐玉玲（女、满族）、唐大为、唐振友、寇海滨、富大华（满族）、鲍长山
（蒙古族）、熊建革、薛兆洲

洮南市（61名）：
刁国孚、于泽红、于承志、于洪友、于鸿丽（女）、马驰（女）、王军、王佳

（女）、王锐、王丽艳（女）、王春元、王贵先（满族）、王艳春（女）、邓健（女）、
石子宪、生厚良、边利波 （女）、邢波 （满族）、师杰、朱淑君 （女）、任剑辉
（女）、刘庆成、刘建甫、衣尚民、孙刚、孙连池 （女）、孙秀国、纪纲、纪楠

（女）、杜晓菲（女）、李军、李敏（女，满族）、李长仁（蒙古族）、李书圣、李明
伟、李春雨、吴立波、汪颖（女）、宋艳宇、张军（满族）、张玉芹（女）、张东林、
张旭博（女,蒙古族）、张丽娟（女）、张录柏（满族）、张竞文（女）、周振宇、孟兆
臣、赵丽娟（女）、赵洪波（女）、胡明权、姜淑华（女）、殷国良、唐金波、梁晓
利、彭大羽、董柏石、路志江、薛智金、魏培会、籍万红

通榆县（55名）：
于伟、于艳华(女)、于桂英（女、满族）、于海娟（女）、王诺（回族）、王红

波、王作林、王保华、王桂艳（女）、王德利、史立峰、冉志远、代建军、冯艳
（女）、冯树和（蒙古族）、兰海军（蒙古族）、吕权、刘英男、刘振兴、安群、许广
山、孙洪君、孙继春、李东波、李秀菊（女）、李国兴、李艳波（女、满族）、杨立
成、杨红勇、吴红梅（女）、沈贵、沈自鹏、张焕（女）、张馨、张天华、张永强、
张旭东、张秀华（女）、张洪波、张庸林（蒙古族）、张雁南、陈岩、陈玉杰（女、
满族）、陈亚君（蒙古族）、周文君、周建平、赵玉花（女、蒙古族）、赵春学、荆丽
平（女）、侯大海、胥晓丽（女）、徐淑梅（女）、高红岩（女）、郭威、韩跃显

大安市（65名）：
丁如军、丁妍枫(女)、于银海、马维民、王军、王财 （满族）、王郢、王娜

（女）、王莹（女）、王丽萍（女）、王树安、王彦峰、王晓光（女）、车大光、戈树
林、孔令海、史蕊（女）、白福光（满族）、曲贵全、朱春阳（女）、刘伟、刘凯、刘
文革、刘会洋、刘艳灵（女）、刘继武、刘喜环（女）、刘静辉（女）、齐会勇、孙广
学、孙丽燕（女）、牟晓明、李凤（女）、李红杰（女）、李晓峰、李增福、连百庆、
时喜臣、邹德秋、沙广利（回族）、宋明雷、张华（蒙古族）、张金玲（女）、张春
光、张春勇、张洪军、陈平、陈勇、季会军、赵庆有、赵君英（女）、赵树杰、赵彦
峰（蒙古族）、赵景军（蒙古族）、郝少军、战长春、耿金增、倪红娟（女）、徐
彬、徐景学（朝鲜族）、高跃琴（女）、常时光、葛树立、鲁英、鲍九生（蒙古族）

解放军（10名）：
王金生、华义、李春林、宋志权、张力伟、郑向东、赵晗、赵建生、钟毅、常

晓东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的规定，已经由5个县（市、区）及白城军分区等
6个选举单位分别选举产生。白城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的审查报告》，确认各选举单位选出的316名市六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有效，现
予公布。

特此公告
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6年12月8日

白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316名）

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二号

本报讯（姜立峰 张琢）12月4日凌晨1时许，白城市
公安局洮北分局站前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一名70岁左右
的老人身穿睡衣，在玛丽亚妇产医院附近四处游走，可能
是找不到家了。

站前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即赶往老人所在区域。到
达现场后，民警见老人已经被冻得浑身打颤，面色惨白，
便立即将自己的警服大衣给老人披上并带着老人回到派
出所。由于老人在外面的时间过长，其神情有些恍惚，民
警给老人倒了杯热水，待老人身体状态好些后对其进行

询问。得知，老人有个女儿叫吴梅（化名），但老人不知道
自己女儿的联系方式。民警通过警综平台找到了吴梅的
联系方式。凌晨3时许，其女儿吴梅来到派出所接老人

回家。由于时间过晚，民警为了保证安全，驱车送老人及
女儿回家。吴梅激动地对民警说道：“太感谢你们了，没
有你们，我爸不知道会怎么样，真是太谢谢了。”

七旬老人凌晨迷路 民警帮助寻找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