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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可欣）9月14日，副省长侯淅
珉一行来白，深入通榆向海自然保护区进行实地
调研。

省政府副秘书长邱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张洪军，市政府秘书长齐晏陪同调研。

在向海自然保护区通讯塔岔路口，侯淅珉对
清收林地地块整改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在听取了
相关情况的介绍后，侯淅珉指出，清收林地地块对
加强城市生态保护起到重要作用，各相关部门要
高度重视，严格按照中央环保督察要求做好整改
工作，确保在规定时限内整改到位。要在依法推进
整改的同时兼顾群众生产生活利益，真正做到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电力培训中心拆除现场，侯淅珉认真了解
了培训中心宾馆拆除进展情况，他指出，要详细制
定拆除方案、周密部署、密切配合、依法执行，严格
按程序对该违章建筑予以拆除，做好相应的作业
防护措施，全力恢复拆除区域的生态原貌。

在揽海阁，侯淅珉实地踏查了向海湿地全貌。
侯淅珉指出，要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工作，坚决落实
湿地保护责任，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注重湿地
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合，确保在保障生态效益的
同时提高经济利益。

省林业厅等相关部门及通榆县负责同志参加
调研。

本报讯（记者朱晴）自我市开展农村环
境卫生“六清”集中整治以来，洮南市福顺
镇庆平村采取有效措施在全镇率先开展了
村屯环境整治工作，并取得成效。

搞好宣传，发动群众。通过村级广播、
微信群、村干部入户等宣传方式，让村民了
解并支持村屯环境整治。从农户家中到庭
院里再到街路上由里向外逐项清理，真正
做到无死角。让村民逐渐养成良好生活习
惯，改善群众居住环境。

成立队伍，集中治理。成立20余人的
环境整治突击队，由村治保主任率领年轻
劳动力开展突击式的集中治理。截至目前，
共投入资金12万元，清理垃圾3000立方
米、柴草垛160个、粪堆50立方米、院落
290个、道路30公里。

部门帮扶，清理死角。在包保的民政部

门带领下，30余名局机关干部先后5次来
到庆平村帮助开展环境整治。他们每人手
里都拿着扫帚或铁锹，专门负责清理车辆
无法进入的死角。

多措并举，日常维护。包保部门出资
购买了320个垃圾箱，每户分发一个并进
行编号，有效改善了生活垃圾乱倒的现
象。村里又聘用两名日常保洁人员和一辆
垃圾车，负责每天清运垃圾。针对村里的
养羊户，村上免费为其配备清扫工具，逐
户进行宣传讲解，使他们理解支持环境整
治工作，自觉对羊粪进行清理。同时，开
展“卫生整洁”好家庭评选，为好家庭发
放纪念品和荣誉奖章。通过评比来带动群
众积极性，并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创先争优，让全村养成比整洁的好风
气。

本报讯（记者张芙）9月14日，市政协
副主席马靖然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调研全市
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到大安市春光玻
璃工艺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镇赉县博艺柳
编工艺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洮北区照顾兄
弟影视基地，新华书店，文荟书店，通过

“走、看、听”的方式详细了解我市文化产业
发展情况。

在之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委宣传部、
市文广新局负责同志汇报了全市文化产业
发展情况；新华书店、照顾兄弟影视、文荟
书店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各自企业经营发
展情况。调研组对全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马靖然在座谈会上指出，推动文化产业发
展繁荣，提升文化竞争力，对于促进白城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就进
一步推动我市文化产业发展，马靖然强
调，要遵循文化传统，突出特色产业，要
将传统文化、特色文化、现代文化相结
合，要深化文化创意产业规划，坚持继承
与创新的统一，进一步明确文化创意产业
的定位与范围，通过加强政策扶持、培育
重点产业、强化项目建设、引进外来项目等
方式，多角度向外宣传推介白城的文化产
业和文化项目，齐心协力推进白城文化产
业的繁荣与发展。

副省长侯淅珉来白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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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干部作风大整顿活动监督举报电话

本报讯（记者张芙）近日，吉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孙众志一行到我市视察
地下管廊项目，市政府副市长吴东文陪同
视察。

孙众志在中兴路地下管廊项目现场，
详细听取了市住建局对项目投资、使用功
能及目前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他对我市
地下管廊项目总体建设情况表示满意，并
强调，一定要充分利用好地下管廊集约化
优势，破解“马路拉链”、管线事故频发等问
题，完善城市功能。

孙众志还走进管廊结构内部，认真察
看管廊结构形式和成型质量，并在管廊内
部详细听取地下管廊项目概况、工程进度
管理、技术质量管理、安全文明施工、缆线
入廊情况及管廊后期运行管理模式等情况
的汇报。孙众志对我市缆线管廊建设及施
工速度之快给予肯定，他指出，“白城管廊
模式”是立足于白城实际现状建立的，既经
济实用，又能满足现代化城市需求。希望缆
线入廊工作按计划快速推进，保证质量，确
保工期，使地下管廊早日投入使用及运行。

省住建厅厅长
到我市视察地下管廊项目

市政协调研全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开展“六清”集中整治 维护农村环境卫生

洮南市福顺镇庆平村“六清”整治见成效

我市四项举措督导干部作风
大整顿活动扎实有序开展

为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食品流通领域以及餐饮服务单位的监督管理，保障食品
安全，营造良好的餐饮环境，日前，白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洮北分局开展了餐饮
服务专项整治工作，执法人员对辖区内食品生产企业、小作坊、餐饮服务单位、学校幼
儿园食堂等重点领域的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情况、食品及原料卫生质量
等进行检查，重点检查索证资料、标签标识及感官质量、餐饮单位加工食品使用添加
剂情况、餐具消毒设施设备及消毒工作的落实情况。 王维俊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图为副省长侯淅珉（前排中）一行在揽海阁，实地踏查向海湿地全貌。 本报记者刘冠男摄

本报讯（记者张芙 朱晴）全市干部作
风大整顿活动开展以来，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突出问题导向，以领导挂图督战，调增
督导人员，设立专报制度，严格审查材料的
方式，严肃督察问效，确保活动扎实有序开
展。

制定督导责任清单，实行挂图督战。为
进一步细化工作安排，明确时间节点、督导
事项、督导方式、督导要求及需提交的成果
等，白城市干部作风大整顿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制定了《白城市干部作风大整顿活
动督察指导责任清单》下发至全市各地各
部门，使全体督导人员和活动主体思路更
加清晰、任务更加明确、时间安排和方法步
骤把握更加准确，确保全市上下一盘棋，同
频共振，稳步推进。同时，将责任清单制作
成展板，领导用贴红旗的方式标注完成项，
用贴黄旗的方式标注正在进行项，实行挂
图督战，随时掌握活动进展。

调增督导人员配备，保证工作质效。为

保证督导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干部作风大
整顿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督导组在原有8
个小组17人的基础上，又从市督查指挥中
心和软环境办抽调15名业务骨干，为每个
督导小组至少增加一名成员。同时增设了2
个暗访小组，对全市干部作风情况进行暗
访抽查。

调度与暗访相结合，及时发现问题。活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工作情况日调度制
度和“四个一批”零报告制度，随时了解和
掌握各地各部门活动开展情况。设立了督
导工作专报制度，将督导过程中的重大活
动和发现的问题、工作亮点等，及时以专报
的形式向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报告。同时，
按照破除“五弊”要求，针对机关工作中存
在的“庸懒散”作风问题，督导组制定了专
项暗访督察方案，对机关干部上班时间上
网、睡觉、玩手机、空岗缺位、无人值守等问

题进行暗访，并严肃问责，促使干部作风整
顿落到实处。

督导与自查整改同步，抓好督察问效。
督导组对各地部门报送的“查找问题、原因
剖析、整改措施、责任落实”四个清单的内
容严格审核把关，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予以
退回，并要求重新上报，连续两次以上不合
格的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约谈。召开了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征求意见座谈会，并向
105个部门发放了征求意见表，征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和各部门对行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意见。整理后与部门上报问题清
单进行比对，进一步夯实作风整顿问题整
改责任。按照《中共白城市委、白城市人民
政府关于加强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有关
规定，对督导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视情
节轻重予以约谈、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等
处理。

一湾松水出锦绣，巍巍长白孕芳
华。在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百花
园中，我省少数民族文化犹如迎风怒
放的金达莱花一般，以其独特的魅
力，散发着迷人的芬芳，吸引着众人
的目光。

我省是多民族边疆省份，少数民
族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省
内有“一州三县”4个民族自治地方
和33个民族乡。“一州三县”分别是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前郭尔罗斯蒙
古族自治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伊
通满族自治县。长白山是满族的发祥
地，松原、白城是蒙古族的世居地，延
边州是全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全
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这既是我省
的少数民族概况，也是我省少数民族
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资源。

每个少数民族都有着各自独特
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色。近年来，
我省以传承载体建设为抓手,以大型
文体活动为牵引,以人才培养为基
点,积极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
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迎来了姹紫嫣红
的春天。

我省少数民族舞台艺术取得了
跨越式发展，各族文艺工作者参与
创作编排的活力竞相迸发，涌现出
一大批以地域风情和民众生活为素
材、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和文化品位的
舞台艺术精品，让优秀剧目“叫好又
叫座”。

大型舞剧《春香传》、大型歌剧
《阿里郎》和大型舞蹈诗《长白情》荣
获文化部文华大奖，满族新城戏《铁
血女真》《洪浩》荣获“五个一工程”
奖。我省参加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
会演，均获得大奖。我省创编的中国
朝鲜族舞剧《阿里郎花》，荣获第五届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金奖和
最佳舞美奖两大奖项，让人们了解到
了中国朝鲜族舞蹈、朝鲜族民族文化
艺术和风土人情。

走特色保护之路，充分发掘民族
文化资源，我省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保护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将“非

遗”传承发扬光大。中国朝鲜族农乐
舞、长白山满族剪纸被列入联合国非
遗项目，前郭马头琴、汪清象帽舞、龙
井伽倻琴、图们长鼓舞等少数民族非
遗项目表演都曾创下吉尼斯世界记
录。

我省大型原创歌舞剧《长白山阿
里郎》巧妙融合了“朝鲜族农乐舞（象
帽舞）”“朝鲜族鹤舞”“朝鲜族顶水
舞”“朝鲜族牙拍舞”“朝鲜族甩袖舞”

“朝鲜族假面舞”“朝鲜族长鼓舞”等
15项中国朝鲜族非遗项目，充分展
示了中国朝鲜族生生不息、刚毅不
屈、向往美好、独立创新的精神风貌。

满族新城戏音乐是以流传于满
族说唱艺术八角鼓为基础，吸收满族
民间音乐和清代宫廷音乐以及宗教
音乐等逐渐演变发展而成。我省创作
的大型满族新城戏《铁血女真》，以新
的音乐创作，进一步挖掘了八角鼓的
音乐，强化了满族的民族特色。

保护、传承和发展好少数民族传
统文化，解决好各族群众在文化精神
需求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是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
边疆巩固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
省民族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
强。“一州三县”都有特色鲜明的民
族专业文艺团体，延边歌舞团、前
郭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伊通地方
戏剧团、长白歌舞团等专业文艺团
体传承和创作了大量优秀民族艺术
精品。长春、吉林、四平、通化、
白城、延边等地区都单独建立了少
数民族群众艺术馆、文化馆，还设立
了53个全省少数民族文化体育传承
基地，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很
好的保护和传承。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春华秋实结硕果，民族文化领风
骚。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
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
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为充分展示我
省民族文化发展成果，展现我省各族
群众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
精神风貌， （下转四版）

绚丽绽放的民族文化之花
——我省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综述

●吉林日报记者 祖维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