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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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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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电话：155439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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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大棚房”问题
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举报电话和邮箱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党纪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条

第二款规定，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
变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条例解读：这是2018年新修订《条例》后增加
的内容。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指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
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
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
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

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坚决不允许‘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
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政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
搞变通。”

根据本条文的内容，党员领导干部在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在政治上造成了不
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轻则予以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重则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
处分。

典型案例：下面一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
“四风”的案例比较典型：某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张
某用矿泉水瓶装茅台、让下属单位把会议室改成临时
餐厅；某街道原党委书记高某在办公室里藏暗门，暗门
后面床铺、电视、衣柜、冰箱一应俱全，卫生间、洗浴设
施装饰豪华，俨然就是一个高级宾馆；某日报社原党委
书记王某接受地产公司的邀请出国旅游，（下转四版）

本报讯（记者薄秀芳）11月27日，市政协主席张馨主
持召开政协白城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次主席会议。

市政协副主席陈桂侠、马靖然、符文、杨晓峰，代秘书长
杨立忠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了政协白城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九次常委
会议日程；听取审议《关于推进全市农村土地流转、实行适
度规模经营情况的调研报告（草案）》《关于加快我市医养结
合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草案）》《关于全市文
化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草案）》及人事事项。

市政协副秘书长，各委（办、室）主任、副主任列席了会
议。

本报讯（记者薄秀芳）11月22日，市政协召开了2018
年度第二次季度协商座谈会。

会议由市政协副主席杨晓峰主持。
市政府副市长张天华出席座谈会。
市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通报了全市工业经济发展情

况。参会的政协委员代表结合各自本职工作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一是坚持工业强市，加快完善生态工业体系；二是坚
持创新驱动，合力推进工业经济发展；三是坚持优化环境，
提高服务发展水平；四是坚持招商引资，强化大项目拉动；
五是坚持更新理念，实施素质提升工程。

张天华就目前我市工业发展情况与政协委员进行了交
流,并希望委员企业抓住机遇，进一步开发市场，为白城工
业提质增效及全市工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本报讯（记者李政孚）11 月 16
日，洮北区接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白
城市工作协调联络组转办的信访案
件，反映“白城市艳慧汽车修理部，存
在未报批环评审批文件、未批先建、未
验先投、违反‘三同时’、非法转运危险
废物等环境违法行为”的问题。接案
后，洮北区迅速启动案件办理流程，由
洮北区环保局、洮北区交通局联合派
出执法人员对该问题进行现场核实，
确认该商户存在未依法进行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备案的问题。11月17
日，洮北区环保局向该商户下达了《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11月19日，该案办结。这是
洮北区高效办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信访案件的一个缩影。

记者在洮北区了解到，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回头看”以来，洮北区坚持

高标准推进案件办理，严格遵守“三必
须、两结合”原则。一是必须迅速研判、
分办案件，确保接到案件即转发至责
任部门；二是必须查清问题，确保案
件核查工作全面、准确、实事求是；
三是必须保证所有整改措施精准务
实、合理可行，坚持“一案一策”，
确保能够整改的要立行立改，短时间
内难以解决的，要制定整改方案，明
确整改时限；四是将举一反三和建立
长效机制相结合，防止同类案件出现
和整改案件反弹；五是将提高办案效
率和保证办案质量相结合，防止案件
调查不深入、不细致，得出的结论缺少
说服力。

截至11月26日，洮北区共接到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信访案件
23件，已办结19件，其他案件正在加
快办理中。

洮北区全力以赴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回头看”信访举报案件办理工作

政协白城市第六届委员会
第十次主席会议召开

市政协召开2018年度
第二次季度协商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吴冰）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
于推行“证照分离”改革的总体要求，有序推进会计代理
记账机构执业资格审批“证照分离”改革，按照财政部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和省财政厅《吉林省代理记账管理
实施办法》规定，市财政局落实三项举措，推进“证照分
离”改革。

一是完善市场准入。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市场准入制度
和退出机制，不断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并利用市场监管部门

“双告知”数据，主动为营业范围涉及代理记账业务的企业
提供申报咨询服务。二是推进社会共治。强化“双公示”和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管理，在7个工作日内对代理记账机
构的行政许可事项进行“双公示”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公示。三是规范监管行为。全面实施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
制定并不断完善代理记账业务行政许可的《只跑一次事项
办事指南》。建立健全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将中介机构从事
代理记账业务审批事项纳入市财政局行政权力清单（含行
政审批事项）。

本报讯（王绍利）初冬时节，走进洮北区洮河
镇那尼哈村，宽阔的广场、整洁的公路、明亮的街
灯，大人们跳着广场舞、孩子们到处嬉戏，环境美
了，老百姓的心里也敞亮了，幸福感、获得感挂在
了每个村民的脸上。洮北区乡村环卫一体化项目
的实施，彻底扭转了农村“脏、乱、差”面貌，处处
让人感受到美丽乡村的无穷魅力!

洮北区乡村环卫一体化项目以农村垃圾“村
收集、乡转运、区处理”为目标，在全市率先实现
乡村环境卫生管理一体化，旨在提高广大乡村群
众的生活品质，也为洮北建设美丽乡村、改善人
居环境、助力脱贫攻坚找到了重要的突破口。

为提升乡村形象，打造生态、绿色、宜居型乡
村，早在今年4月，洮北区就在所有行政村开展
了农村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改善村容村貌，
着力解决农村卫生“脏、乱、差”问题。8月21日
至9月21日，洮北区再次按照省、市农村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要求，开展了以村屯道路、排水
排污、围墙大门、柴草垛存放、垃圾处理和日
常管理为主的环境卫生整治“回头看”活动，
彻底解决农村环境卫生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真正做到农村环境干净整洁，进一步提高了全

区环境卫生标准，建立了符合洮北实际的长效
保持机制。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对乡镇场环境
卫生开展常态化管理工作，该区还将全区城管
执法力量下沉，每个乡镇配备具有执法资格的固
定执法人员2名,一对一成立城管乡镇场管理中
队，配备执法车辆11台，重点针对农村“十乱行
为”进行规范和清理。乡镇城管队伍的建立，填补
了农村执法力量缺失的空白，并对农村环境卫生
治理起到了保障作用。

日前，该区与山东康洁保洁公司达成合作协
议，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实施乡村环卫一
体化项目，将经过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联合验收
组验收合格的行政村，移交给康洁保洁公司，形
成农村环境卫生工作的“无缝”对接，保证此次环
境卫生整治效果。

据了解，洮北区乡村环卫一体化项目，通过
公司化运营，积极构建“事企分开、管干分离，重
心下移、市场运作”的环卫运行模式和管理机制。
项目启动后，由专业保洁公司以路面净、路缘净、
树穴净、门前净、墙根净及无垃圾、无果皮纸屑废
弃塑料袋、无砖石瓦块、无树叶杂草、无污垢积水
的“五净五无”为标准， （下转四版）

洮北：环卫一体化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杨振泳，中医主任医师，杨氏堂中医第四代传人，是
我国御医传人王贵臣的关门弟子,白城市名中医，现任六
届白城市政协常委，白城市关东杨氏堂医院院长，镇赉县
杨氏堂医院院长，白城市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医专家工作室特聘专家。

出生于中医世家的他，在书香中熏陶成长，自幼博览
《汤头歌诀》《药性赋》等中医经典书籍，忠孝仁义等儒家
思想构筑了他日后持身处世的根基。1995年毕业于长春
中医学院后，得到了多位中医名家的言传身教。“半日悬
壶半日书”，凭着对中医中药的浓厚兴趣和刻苦钻研的精
神，杨振泳著书总结了杨氏堂中医治疗风湿骨病特色疗
法，这一成果已列入了白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

“小中医、大本事”的口碑迅速誉满鹤乡，成为黑龙江、吉
林、内蒙古三省(区)交汇地带家喻户晓的中医名家。“中医
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杨氏堂中医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历
史，弘扬中医药文化，既是我的责任，更是我院发展的立
足之本，让中医在继承中发扬光大，做到继承不泥古，弘
扬不离宗。”杨振泳语气坚定。

弘扬大医精诚之道
杨振泳时刻铭记拜师之际师父的训导：“做医生要先

立德，而后才可出为良相，入为良医，不以医术图财牟
利。”杨振泳遵从师训，“我要办一家能让老百姓看得起
病、治得好病的中医医院，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2008年4月，一期工程投资500多万元、建筑面积
6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医院建成。医院以大医精诚、悬壶
济世作为行医的原则，把中医药国粹同国学精华“仁者爱
人”精神结合，将中医药发扬光大。自从事中医工作以
来，他执着而努力地学习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并注重理
论与临床实践的结合，面对每一名病人都认真细致地运
用中医学理论进行辨证论治。他细心研判病人需求和医
疗市场形势，不断对医院的科室及医疗工作重点进行调

整，在所开设的内科、儿科、妇科、康复医学科等各种
科室中，重点突出中医药在治疗过程中的特色技法，中
医西医的相互结合，得到了广大就医患者的认可。随着
医院人才与设备等实力的逐步增强，医院的社会知名度
也在日益提高，2018年医院与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协
作，承担了康复专业实训基地的教学任务，在一边临床
一边教学的过程中，专家教授将医院的年轻医生一步步
引向新的高度，同时也为医院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2009年，杨振泳被授予白城市名中医称号，现在兼
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医药商会理事会专家，吉林省
中医药学会肝胆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民营
中医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杨氏堂医院被白城市民政局
评为中国社会组织4A级企业， （下转四版）

医者仁心写大爱
——记六届市政协常委、白城市关东杨氏堂医院院长杨振泳

●杨建民 张秉政

政协委员风采

党纪在心中

11月12日，自装卸式垃圾车在洮河镇那尼哈村投入使用。

市财政局落实三项措施
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严禁对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

本报讯（刘畅）近年来，通榆县
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以“生态经济景
观”三位一体理念建设“生态经济城
市”思想体系为指引，紧扣统筹实施

“七大治水方略”工作主线，全面推
动河长制责任落实，各项工作得到
顺利推进。

加强组织领导。为切实做好增
强河长制工作的紧迫感与责任感，
将河长制工作向纵深再推进、再巩
固、再提升，通榆成立县河长制领导
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水利
局，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等22
个部门为县级河长制成员单位；实
行县、乡、村三级河长制，共设立县
级总河长2人、副总河长2人、县级
河长11人、乡级河长90人、村级河
长 125人，保洁员 138人，设立河

（湖）长制公示牌125个。
强化制度保障。为保护和修复

水生态系统，加快推进河湖管理保
护工作，全力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
战，制定下发《通榆县河长制县级会
议制度》《河湖日常监管巡查制度》
《通榆县河长制工作考核问责办法》
《通榆县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方
案》《通榆县河湖“五清理”行动实施
方案》等文件，为河长制全面推行提
供制度保障。

持续发力攻坚。为保护河湖健
康，实现永续利用，真正为民造福，

不断加大监督保护推进力度，截至
目前，全县共召开总河长会议 1
次，河长会议3次；培训从事河长
制工作人员52人次；聘请18位社
会监督员，对河长制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监督；开展2次清河整治行
动，共清理河道内及周边垃圾120
余吨；严格按照巡河制度进行了
3866次巡河；完成对霍林河、文
牛格尺河、南额木太河边界勘测划
定工作；着力做好域内河湖“清四
乱”“五清理”专项行动；印发工
作简报16篇。

通榆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

2018年11月27日，我市接到中
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
二十二批信访件，共计10件（重点案
件3件），来电7件，来信3件。其中，大
安市2件（重点案件2件）、洮南市1件
（重点案件1件）、镇赉县2件、通榆县
1件、洮北区4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件，涉及各类生
态环境问题13个。其中，生态问题6
个，占46.1%；大气环境问题1个，占
7.7%；水环境问题3个，占23.1%；油
烟污染问题1个，占7.7%；垃圾问题1
个，占 7.7%；扬尘污染问题1个，占
7.7%。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白城市交办第二十二批信访件10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