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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农村
“六清”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走笔
●本报记者 李政孚

今年 9 月，一场农村环境整治攻坚战在我市打响，我市各地各
部门迅速部署，统一行动，掀起了一场整治农村环境卫生的高潮。
现如今，走在白城的各个村屯中，
老百姓口中谈论最多的就是环境
卫生
“六清”集中整治给全市农村带来的变化。
全市各个村屯中，宽敞笔直的水泥路上看不见纸屑或垃圾，
沟
渠内没有任何杂物，原来路旁堆积的一个个碍眼的粪堆也早已被
清走。现在各个村屯中，一条条干净笔直的道路，一棵棵樟子松，
在
秋风的轻抚下昂首挺立，热情欢迎着来到村里的每一个人……

周密部署 环境整治强根基
据洮北区青山镇黎明村一社村民徐春龙介绍，这些年来，
他们
村的卫生从来没有收拾得这么彻底过。
以前，道路上满是尘土和垃
圾，人们手里的垃圾随地就扔，道路旁的粪堆一个接着一个，腐坏
的家禽尸体严重污染了沟渠，村民们从不在意去保护村屯的环境
卫生。自从“六清”工作开展以来，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在徐春龙

的口中，
听到最多的词语就是干净。
市委、市政府在农村环境卫生
“六清”
集中整治活动中，
周密部
署，
全市、各县（市、区）、各乡镇、各村屯，
都制定了适合自身的农村
卫生环境整治工作方案，
使整治工作有的放矢，
成为推动各项工作
的根基。
范围上，
必保达到
“全覆盖”，
坚决不漏一村一屯；
效果上，
必保
达到“干净、整洁”基本要求，坚决扭转农村“脏、乱、差”局面，这两
个行动目标是行动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石，道路两侧、房前屋后、公
共场所、村庄周边、绿化林带的各类陈年垃圾清理干净，杜绝垃圾
围村、围田、围路现象；农户房前屋后、村内街道两旁，无散落堆放
的粪堆，全部运至集中堆肥场或自家承包地的田间地头，有序堆
放，发酵入田；院落围墙完好整齐，院内物品堆放有序，无私搭乱
建、墙壁无乱涂乱画（含小广告）；
庭院地面无污渍、无禽畜粪便、无
污水；村道、屯道、巷道两侧的排水沟和村内小流域、河流内，做到
无垃圾、无杂草、无淤泥、无臭水，
保持排水通畅，
整洁干净；
道路及

两侧无通行障碍，
无占道经营，
做到路面平坦整洁、出行安全顺畅。
一项项标准，
对照着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为我市
“六清”
工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
提供了有力保障。

集中攻坚“六清”工作结硕果
为了使行动收到预期效果，各县（市、区）多措并举，洮北区主
要领导采取暗访的形式，
几乎走遍了全区所有的村屯；
镇赉县发动
全县公职人员到全县各个村屯去打扫卫生……这一项项举措，也
为行动取得成功提供了坚实保障。
（下转四版）

开展“六清”集中整治 维护农村环境卫生

《百名摄影师聚焦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珍藏画册在京首发
本报记者王野村作品成功入选

本报讯（连玉玲）近日，由中国日报社、中
国文联出版社主办的 《百名摄影师聚焦中国改
革开放四十年》 画册首发式暨图片巡展开幕式

在首都图书馆举行。200 余名摄影师用精彩的
摄影作品为读者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
展历程。

镇赉县简易生活垃圾填埋场问题整改积极推进
本报讯（记者姜宁）日前，记者
在镇赉县了解到，镇赉县简易生活
垃圾填埋场问题整改正在积极推进
过程中，10 月 22 日，剩余的 34 万立
方米存量垃圾已经全部运往新垃圾
场进行填埋处理，同时镇赉县住建
局已于 10 月 25 日同吉林华天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地下水和土壤治
理框架协议。
目前，吉林华天环保集
团有限公司已经到现场取水样和土
样进行检测，下一步将根据检测数
据，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按序
时进度完成水土污染治理工作，并

运，仅用一天就将现场所有垃圾全
部清运完毕。
为进一步改善大安西站周围
环境，大安市住建局对公铁立交
桥相邻的江城广场进行了硬化铺
装、绿化美化，并建设一座二类
水冲式公厕方便群众。通过一系
列改造，大安西站周边环境得到
了较大改善。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白城市交办第三批信访件 3 件
2018 年 11 月 8 日，我市接到中
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
第三批信访件，共计 3 件。通榆县 1
件、洮北区 1 件、白城经济开发区 1

本报讯（记者冯可欣）自我市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以来，
白城市教育局高度重视，
坚持领导带头，
主动作为，
以上率下，
全员参与，
为创城工作贡献了独特的教育力量。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按照市委、市政
府关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部署要求和全市城市管理提

对原垃圾场做封场处理。
据了解，镇赉县简易生活垃圾
填 埋 场 ， 于 2015 年 9 月 停 止 使
用。同年，镇赉县人民政府和吉林
省昊海天际有限公司签订 《镇赉县
简易生活垃圾填埋场存量垃圾治理
项 目 投 资 合 作 协 议》， 经 勘 探 测
量，存量垃圾约 40 万立方米，由
于吉林昊海天际有限公司垃圾治理
进展缓慢，没有达到整改序时进度
的要求，2018 年 9 月 15 日，镇赉
县与吉林昊海天际有限公司解除合
作协议。

大安市持续推进大安西站周边环境改善
本报讯（记者李政孚）长白铁路
扩能改造 207 道口公铁立交桥过程
中遗留的建筑垃圾、大型砌块，没有
进行及时清运，曾一度影响大安西
站周边环境卫生，群众反映较大。
群
众利益无小事，大安市住建局在进
行实地踏查，
并走访、调查了附近居
民后，立即调动环卫处及市政工程
公司人员、机械设备对垃圾进行清

据了解，画册甄选了 210 多位优秀摄影师的
325 幅精彩作品，生动地讲述了 40 年来的改革开
放故事，展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辉煌成就，是历史

件。
反映的问题中，涉及破坏生态
1 件、扬尘 1 件，水污染 1 件，分别占
33.3%、33.3%、33.3%。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时间：
2018 年 11 月 5 日-12 月 5 日
专门值班电话：0431-80981369
专门邮政信箱：长春市 6262 号，邮编 130012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

创建文明城市 贡献教育力量
升动员大会精神，白城市教育局迅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制定《白城市教育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实施方案》，
成立了白城市教育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创城办公室，构建了局党组书记亲自抓、分管副局长
具体管、各直属单位及机关科室共同参与的具体实施的

工作格局，
为高质量完成创城工作提供组织保证。
——广泛动员部署，精心组织活动。为全面启动创城
工作，营造上下联动、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白城市教育
局认真落实《白城市 2018 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社会宣传
工作方案》，在各个校园内设置专门宣传栏，
（下转四版）

论活动取得实效发挥作用。
白城市委宣讲团走进洮南市兴隆街道新时代传习
所开展解放思想推动白城高质量发展集中宣讲活动。白
城市委宣讲团成员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美
满家庭”为主题，向兴隆街道隆德社区居民进行了系统、
本报讯（记者综合）随着我市解放思想推动白城高 识和思想站位，明确了开展大讨论活动的目的和重要意 全面、深刻的宣讲。
质量发展大讨论活动的不断深入开展，各市直机关单 义，大家纷纷表示要抓住这次大讨论的有利时机，立足
白城市委党校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破解矛盾，
位、各县（市、区）、各乡镇积极响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本职岗位，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担当实干，以新气象新 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白城全面振兴”为主题，广
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担当新作为推进医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泛开展了大讨论活动，着力破除与新时代要求、高质量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党委组织召开党委理论中
白城市教育局召开了解放思想大讨论全体党员理 发展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定式，着力提升干部教
心组（扩大）学习会和解放思想推动白城高质量发展大 论学习会议，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增强自身思想政治 育培训质量，不断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在全校营造
讨论活动动员部署会议，要求将思想解放与城市管理工 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将会议精神落实到工作实处， 锐意攻坚克难、奋力开拓进取的浓厚氛围。
作紧密结合，以活动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促进工作的 有效提升教育质量。
吉林省畜牧业学校开展了解放思想推动白城高质
实际行动，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动白城全面振兴，
白城市质监局召开解放思想推动白城高质量发展 量发展大讨论活动专题宣讲。本次宣讲内容丰富、语言
推进白城市城市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大讨论专题学习会议。要求全体干部从实际和业务工作 精炼，受到了教职员工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将积
白城市中医院召开解放思想推动白城高质量发展 相结合的角度开展讨论，把阻碍发展的问题提出来，改 极参与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创新活动形式，为推动白
大讨论活动交流研讨会，使全体党员干部提高了思想认 进工作的举措提出来，成果运用的建议提出来，为大讨 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市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火热进行中

提振信心 攻坚克难 以思想大解放推动镇赉高质量发展
——访镇赉县委书记鲍长山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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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记忆与时代的缩影。
其中，本报记者王野村以大安市冬泳爱好者
开展冬泳活动为内容的摄影作品成功入选。这幅
照片不仅展现了冬泳者勇敢、无畏、挑战严寒的
精神，更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白城地域特色体育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另悉，
《百名摄影师聚焦中国改革开放四十
年》精选图片巡展已于 11 月 1 日起，在北京各大
高校陆续巡回展出。

省民委到我市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互观互检活动

标本兼治重塑形象 改天换地再谱新篇

本报讯（记者薄秀芳）11
月 5 日至 6 日，省民委副主任
金明哲带领省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互观互检团来白，就我
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
互观互检活动。
市委常委、副市长曹华政
陪同考察。
金明哲一行分别深入到白
城市区、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
乌兰图嘎村、洮南市永康街道
永电社区、通榆县蒙古族学校
进行实地考察。在白城市博物
馆观看了“满韵遗风”民族文
化展；在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
乌兰图嘎村参观了润蒙养殖合
作社、乌兰图嘎村村部、乌兰
图嘎蒙古文化长廊、花道宝敖
包；在洮南市永康街道永电社
区参观了民族民俗文化展，观
看了民族舞乐队的节目，以及
7712345 服务平台、“今日推
送”微信公众平台现场演示
等，听取了城市少数民族工作
视频汇报；在通榆县蒙古族学
校观看学校宣传片、厅廊文
化、参观民俗馆，并观看了师
生们的民族特色文艺节目表
演。
活动中，互观互检团对我
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希望白城再接
再厉，
不断完善创新工作机制，
坚持不懈地巩固和拓展建设成
果，继续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
市民委主要负责人参加活
动。

●本报记者 冯可欣
对此，本报记者对镇赉县委书记鲍长山
进行了采访。
记者：谈谈您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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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 认识的？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吉林视察期间
鲍长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新时代东北振兴指 和重要指示，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明了方向，日前，全市上下掀起了解放思 局的战略高度，为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
想推动白城高质量发展大讨论活动的高 方位振兴明确了方向，指出了关键，勾画
潮。思想大解放是新时代全面振兴大布 了重点，深刻揭示了制约东北振兴发展
局的突破口，如何提振信心、攻坚克难、 的思想根源，为我们深入践行新发展理
担当作为，推动镇赉县实现高质量发展？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小康社会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 3 级。最高气温 6℃，最低气温 0℃。明天白天晴。火险 1 级。要想天气早知道，请拨打电话 12121。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镇赉县将
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
务，真正做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
记要求上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振信
心、攻坚克难、担当作为的强大动力，形
成推动镇赉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坚
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
进。
记者：此次省委开展解放思想推动
吉林高质量发展大讨论活动，请您谈谈
对此次活动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
认识。

鲍长山：此次，省委开展解放思想推
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大讨论活动，是学习
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的
生动实践，是时代的要求、发展的要求，
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镇赉
县将以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为重要契
机，在解放思想中转变观念，在转变观念
中推动发展，进一步武装头脑、坚定信
念、提高站位，着力破解制约镇赉振兴发
展的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开放合作、思
想观念“四个短板”，统筹推进各项事业
协调发展，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
有效的工作举措，
（下 转 四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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