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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对吉林省开展“回头看”工作公开信息

本报讯（记者李政孚）为深入落
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加快推
进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然林地
清收工作，通榆县委、县政府，向海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开展
了天然林清收“百日攻坚”行动。从
8月1日以来，经过两个多月紧锣密
鼓的工作，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涉及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
3101公顷天然林清收工作已提前
全部完成。

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向海保护
区境内，可以看到这样一群工作者，

他们三五一组，或踏查，或测量，或
核实，每天加班加点忙着天然林清
收工作。工作人员每天天刚亮就下
地块普查，平均每天普查大约40块
地，一直工作到天黑。

为保质保量完成中央环保督察
下达的天然林清收整改任务，向海
保护局和县移民办牵头，抽调了保
护局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40多人，
并对林地清收队伍进行业务培训。
目前，3101公顷天然林清收工作涉
及到的1000多块林地已经全部完
成清收。

通榆县天然林清收工作有序进行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本报讯（记者李政孚）今年，我市粮食生产备耕准备比较充
足，春耕播种进展顺利，全市粮食作物生长期苗齐、苗全、苗壮，
保苗率97%以上，长势大大好于历年。根据各地上报测产情况
统计，全市粮食产量可达到139.92亿斤，比去年增加20.42亿
斤，增长17.1%。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加。2017年，玉米、水稻、高粮等
主粮价格大幅度上涨，农民种粮效益明显提高。今年，全市农作
物种植面积 1586 万亩，与去年持平。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405.91万亩，比去年增加55.23万亩。特别是玉米和水稻两大
高产主粮作物面积增加，单产较低的绿豆面积减少幅度较大，对
粮食总产增加作用很大。其中玉米面积和水稻面积分别比去年
增加58.67万亩和22.79万亩；绿豆面积比去年减少46.54万亩。

——气象条件持续稳定向好。据气象部门统计，今年4月1
日至9月30日，全市平均降雨量比去年同期多72.4毫米，比历
年同期多51.4毫米，多数是有效降雨，而且降雨时空分布合理，
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都有降雨；全市≥10℃积温平均
3388.1℃，比去年同期多138.4℃，比历年同期多329.9℃，雨热

同步，对农作物生长发育非常有利；气象条件总体上好于历年和
去年，属于丰年年景。

——病虫害程度轻，防治效果好。今年，作物生长期降雨量
较大，积温、光照均比较充足，加之抗病品种的应用、田间管理的
加强，全市病虫害发生均少于去年。同时，各地进一步加大了防
治力度，做到了随时监测，即刻防治，效果也好于去年。全市粘虫
发生面积10.5万亩，防治10.5万亩；水稻稻瘟病发生面积13.5
万亩，防治面积33.5万亩；草地螟成虫发生面积42.19万亩，防
治面积44.576万亩。

——科技物资投入不断增加。在全市各行业全面开展了
“2017年冬季大培训”活动，农业部门共举办各类培训班2682
期，印发资料23.15万份，培训基层干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农民22万人（次）；粮食作物新品种使用率达到95%以上；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玉米螟生物防治等农业技术832万亩（次）。针对
早春干旱的实际，全市共投入抗旱资金1.21亿元，新打抗旱水
源井1768眼，检修抗旱水源井34613眼、水泵11144台、柴油机
12328台、输电线路80公里，购置节水灌溉设备576台套、抗旱

小白龙33吨，对玉米等大田作物积极开展抗旱播种。全市开展
抗旱播种面积743万亩，其中坐水种面积344万亩、播前灌面积
210万亩、播后灌面积189万亩。

——粮食作物单产大幅提高。由于气候条件有利，病虫害发
生程度轻、防治效果好，积极推广集成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粮食
作物单产大幅度提高。预计粮食作物平均单产995.2斤/亩，比
去年提高110.5斤/亩，增长12.5%。据国家统计局白城调查队实
测，全市玉米平均单产1358斤/亩，比去年提高144.3斤/亩，增
长12%；水稻平均单产1283.4斤/亩，比去年提高33.2斤/亩，增
长3%，真正确保了我市粮食生产获得大丰收。

让群众在生态保护中实现就业，对
从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的企业
进行鼓励支持，不让在生态保护领域干
事创业的干部人才受委屈……北京市近
日出台《关于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
和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传递了一个重
要导向：坚决不让保护生态环境者吃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扎实推
进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很多地区在“绿水青
山”中找到了“金山银山”。

但是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尤其是贫
困地区仍然存在着“饿着肚子保生态”

“背着贷款造森林”的困境；一些地方在
推进稻改旱、退耕还林、禁牧等生态保护
措施时，让群众在生产生活方面做出了
让步；一些地方生态保护补偿尚未形成
长效机制，补偿标准低、补贴覆盖范围
窄；一些地方生态反哺能力不足，在绿色
产业发展、生态富民路径等方面依然存
在明显短板。

如何更好保护这些地区和群众的利
益，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可持续开展的
关键环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
题。在这方面，北京市进行了制度上的探
索，提出生态涵养区不是不要发展，而是
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明确不考核
GDP不是不要GDP，而是要绿色GDP；
要求通过动态调整机制让看山、护林、保
水的人民群众实现“绿岗”就业增收，通
过对符合条件企业进行资金补助来扶持
企业发展，通过推动生态涵养区与其他
区域结对协作来获益。

精准的政策设计是贯彻绿色发展理
念的基础。让保护生态者“受益不吃亏”，
才能解决绿色发展不平衡问题，在生态
富民中让百姓既坐拥“绿水青山”，又得
到“金山银山”。

本报讯（记者汪伦）11月1日，
白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召开第四届
会员代表大会。

会议听取了市民协第三届理事
会工作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新
修改的章程草案，选举产生了白城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领导机
构，李敏当选为第四届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

近年来，市民协深入挖掘和保
护传统民间文化，带动协会各项工
作全面发展，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为切实加强我市的民间文化艺

术工作，接下来，市民协第四届理
事会将建立健全民间文艺家协会组
织；进一步挖掘我市民间文化潜
力；继续配合做好民间文艺家申报
市级、省级和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
名录的工作；创新工作机制。同
时，将举办民间文艺、民俗活动、

民间工艺品展览、展演等活动，推
动民间工艺走向市场，产生更强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促进民间文艺交流互动，
提升全市民族民间文艺水平，不断
增强白城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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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政孚）为进一步
引导团干部解放思想，积极投身推
动白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市委
组织部、共青团白城市委、市委党
校于近日举办了2018年全市团干部
培训班。

培训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解读、领导力提
升、习近平总书记7·2重要讲话精
神暨团的十八大精神、法律知识、
改革开放40年等方面内容，聘请相
关专家进行了集中授课，并观看了团
史、团务知识视频，取得了良好的培
训效果。

培训还组织了讨论座谈，围绕
“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破解矛盾，
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加快白城全面
振兴、推进新时期共青团工作”这一
主题展开充分的交流，团干部纷纷表
示，作为年轻干部，要努力锤炼自己
的业务能力，多做实事，杜绝空谈；
要以勤为本，聆听青年心声，共同为
推动白城全面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此次培训使参训团干部进一步理
清了工作思路，对扎实推进共青团当
前各项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
发作用，切实提升了全市团干部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孙庆嵩）近年来，围绕全市经济发展重点工作
部署，农发行白城市分行积极争取上级行政策支持，十三五
以来累计投放贷款133亿元，到2018年8月末，农发行贷
款余额270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的33%；存贷轧差资金净
投放 246.1 亿元，为全市金融机构最大；贷款平均利率
4.35%，为全市金融机构最低，有力助推了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

该行在切实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基础上，着力创新模式，
助力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采取“易地扶贫搬迁+土地
增减挂钩指标交易”模式支持了通榆县8个项目，审批贷款
3.66亿元。通过“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债权质押”模式，审
批发放全省首笔扶贫批发贷款4亿元、支农转贷款3亿元，
首次实现农业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合作扶贫支农。

坚持不懈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今年9月末，该行贷款支
持的粮食库存数量791万吨；在此基础上，大力支持新一轮
市场化收购。同时，继续大力支持中储粮轮换等政策性粮食
收购。

聚焦贫困村提升改造、棚改、易地扶贫搬迁等领域，统
筹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审批扶贫贷款25.78 亿元，支
持14个项目建设，辐射105个贫困村，贫困户3.43万户，贫
困人口8.71万人。9月末，农发行总行在大安市召开了产业
扶贫对接会，40家省内外企业负责人、农发行16个协作帮
扶省分行有关人员参会，达成意向合作项目36个，金额
88.5亿元，实现了输血和造血的有机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吉林视察期间的重
要指示精神，为新时代东北振兴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全市上下
正在开展解放思想推动白城高质量发展大

讨论活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在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我市住建系统如何进
行解放思想、推动住建系统高质量发展？近
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局长李德明。

记者：请谈谈如何认识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和在吉林视察期间的重要指示精神，及解
放思想推动白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必

要性和紧迫性？
李德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

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我省考察
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是深入推进我们吉林
振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为在新的起点
上推进我市“七个高质量发展”“四城联创”
成效突显、社会经济发展全面振兴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开放的思想
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
展。我党革命和建设的无数实践证明，解放
思想就能打破思想禁锢，激发工作活力，就
能改进生产关系，解决先前落后的生产力，
解放思想是适应形势，抢抓新机遇，寻求新
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解放思想对白城高

质量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对适应新形势，抢
抓新机遇，寻求新发展，对白城健康持续发
展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记者：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怎样按照市
委部署，推动解放思想推动白城高质量发
展大讨论活动取得实效?

李德明：市委书记庞庆波对全市解放
思想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为确保解放思想
推动白城高质量发展大讨论活动取得实
效，我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成立
活动领导小组，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全面做
到住建系统统一思想、全员参与、狠抓落
实，进一步增强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紧迫
性和主动性，以持续性劲头全面做好大讨
论活动。 （下转四版）

适应新形势 抢抓新机遇 寻求新发展
——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李德明

●本报记者 李政孚我市举办2018年团干部培训班

农发行白城市分行
积极服务地方办实事

水系白城 大美鹤乡 哈尔淖
本报记者李晓明摄

2018年11月6日，我市接到中
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

第一批信访件1件，反映大安市大
气污染问题，属于重点信访件。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白城市交办第一批信访件1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