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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晴）为鼓励贫困学生努力学习，日
前，建行白城分行与白城实验高中携手，举办了“高中生
成长计划”奖学金公益捐赠活动。建行白城分行向白城实
验高中的15名优秀贫困学生捐赠了4.5万元“高中生成长
计划”奖学金。

近年来，建行白城分行不断激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活
力，以有温度的服务和金融力量，助推白城经济大发展，
助力百姓民生更和谐，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和各项公益事
业。他们持续开展的“劳动者港湾”、定点扶贫捐赠、“高
中生成长计划”“母亲健康快车”“贫困英模母亲资助计
划”、社区服务等多种公益项目和志愿活动，赢得了社会
普遍赞誉。

捐赠奖学金

圆梦贫困生

本报讯（记者张赫）为激励青年民警和辅警有担当、
有作为，积极投身公安工作，进一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有力有序开展，把《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落
实到公安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日前，白城市公安局举办
了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知
识竞赛。

10支代表队的30名选手参加比赛，各参赛队员精神
饱满、机智作答，以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精彩的临场表现，
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通榆县公安局代表
队获得第一名、市交警支队代表队获得第二名、洮南市公
安局代表队获得第三名。

本报讯（记者张赫）日前，省委、省政府在北京举办
“2019年在京吉商参与家乡建设总结服务推进会议”。在
项目签约仪式上，洮南市与东申集团成功签订总投资15
亿元的新农业综合体推广示范区项目。

该项目计划分二期建设完成“五大基地”和“三大园
区”，主要包括生态修复、经济林种植、生态养殖、中草
药种植加工、生态旅游观光等。项目全部建设完成投产
后，年产值可达5亿元，利税8000万元。

洮南市成功签订

新农业综合体推广示范区项目

本报讯（姜润 记者汪伦）为传承
五四精神，激发青年民警干事创业热
情，提升青年民警凝聚力、向心力、战
斗力，日前，白城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召
开了“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青年
民警座谈会。

座谈会现场洋溢着青春的气息，4
名青年民警代表先后发言。他们结合自
身工作实际，分别从不同角度，用质朴

的语言，讲述了个人成长经历，充分展
现了青年民警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
神风貌。

青年民警纷纷表示，要以本次座谈
会为契机，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政
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立足岗位，主动担
当，积极作为，为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持
续安全稳定及戒毒工作科学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

本报讯 （李丹 记者张芙） 连日
来，洮南市兴隆街道办事处为强化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掀起了一轮新的宣
传攻势，全力营造扫黑除恶人人参与、
平安古城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

他们采取悬挂条幅、展板宣传、发
放宣传资料及调查问卷、出题考试等多

种方式，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广泛
宣传。其中，发放宣传资料 6000 余
份、问卷调查700余份。通过宣传，进
一步提高了辖区居民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的认识，增强了辖区群众参与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促进了
和谐、文明社区建设。

举报地址：白城市涉黑涉恶线索核查管
理中心，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1号市委党
校办公楼后楼北侧1楼

举报电话：0436-3366685
举报邮箱：bcsshb2019@163.com

白城市涉黑涉恶

线索举报方式

扫黑除恶 全民参与
重要线索 予以奖励

全省扫黑除恶举报电话：0431-12389,
0431-82097213

举报地址：长春市工农大路605号吉林
省公安厅扫黑办

春光明媚，空气中充盈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阳
光透过打开的窗户，洒满位于白城经开区开发大厦
吉林风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支部书
记孙玉奇的办公室。“在吉林风雷网络工作的13
年，我没有一天忘记自己曾是一名军人。正是曾经
的19年军旅生涯，让我有了拼搏的力量和坚定的
目标。”孙玉奇深情地说。

转业到地方 择业显担当

吉林风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白城本土企
业。“吉林风雷”则是陪伴着无数人休闲娱乐的网络
游戏品牌，通过13年的运营，不仅开发地方游戏40
余款，拥有注册用户超500万，企业累计营业收入
3.06亿元，上缴税金5586万元，还填补了吉林省自
主研发和运营游戏产品的空白，并一跃成为东北地
区最大的网络棋牌休闲游戏平台。2015年9月15日
成功获得“新三板挂牌”，成为吉林省首个“新三板挂
牌”的科技、文化互联网企业。“把本职工作干好就是
没有辜负部队的培养和亲人的期待。”身为企业法
人、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的孙玉奇掷地有声地说。

出生于镇赉县的孙玉奇是名60后，1987年参
军到部队，1991年入党。从军19年，历任中队长、作
训股长、大队长等职，2006年选择自主择业回到地
方。部队的历练让本有东北汉子体魄的孙玉奇，既形
成了军人硬朗、严谨的气质，又有企业家必备的诚实
和细致，这也成为被刚刚创立吉林风雷网络公司的
董事长崔茂森所赏识之处。伯乐与千里马由此结缘，
于是孙玉奇放弃了去机关单位工作的机会，走上了
吉林风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岗位。

不辜负期望 立业展锋芒

风雷网络是民营企业，刚成立时只有8个人，就
有3名党员。孙玉奇了解情况后，建议崔茂森申请成
立党支部，用党组织的凝聚力提高员工的战斗力、公
司的事业发展力和社会影响力。白城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对此高度关注，迅速批准了风雷公司的请求，并
派专人指导工作。2007年初，吉林风雷网络科技公
司党支部正式成立，孙玉奇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

上任伊始，孙玉奇就以军人那雷厉风行的作风
鼓舞了员工的士气。他既作管理者，负责公司日常
工作，又作业务员，带头跑市场搞营销。游戏产品公
测期间，他开着面包车，拉着员工走街窜巷发宣传
单，挨个电话亭、网吧、电脑店做推销……有时为了
工作，孙玉奇连续几个月吃住在公司，困了就趴在办
公室桌上打个盹，饿了就吃桶方便面。从入户走访
到安装客户端，从产品策划、测试到市场推广、信息
反馈，在孙玉奇的带动下，公司的业务一天一天好起

来，有些最初怕亏损不愿代理点卡的电脑公司，纷纷
主动上门寻求代理。在奋斗中，公司不断壮大，并已
具有了独立研发软件的能力，业务扩展到全省各地。

2008年6月，他们在长春建立了分公司，经
营网络覆盖全省。随后，公司在数年内分别在成
都、天津、深圳建立研发中心。公司员工也发展到
了现在的100多人。公司现已发展成为集创意策
划、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售后服务为一体，具有
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省内优秀互联网文化企业。在
孙玉奇心中，公司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成长
过程中，他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与心血。

永远是个兵 温暖有情怀

孙玉奇表示，在公司中工作再累也舒心。军人
的情怀，让他无论身处何地都有责任感与使命感。
IT企业发展离不开技术人才，而这类人才多集中
在省会或南方发展，本地不好招人。为保证风雷网
络公司的税收都纳给白城，支持地方经济建设，造
福家乡人民，尽管所属长春分公司的业务要远远好
于白城，但孙玉奇与公司领导层仍坚定地将总部设
在白城，把根牢牢扎在家乡这片沃土。正如孙玉奇
所说：“没有家乡百姓的支持，就不会有风雷今天
蒸蒸日上的事业。”

在发展同时，公司全力回馈社会，更是孙玉奇
所追求的。除了为当地税收作出贡献，公司立足于
人性化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军队的培养让身为管理者的孙玉奇始终注重企
业人性化管理，既重视员工的归属感与凝聚力，又
注重对社会的回馈与担当。对内，节假日，员工都
会收到公司的礼品；员工家遇到困难，都能给予一
定的资金扶持；员工家有红白喜事，公司领导必到场
慰问。对社会，每年党支部都组织党员和员工到洮
北区鹤寿苑老年服务中心慰问；汶川和玉树大地震
后，在孙玉奇的积极倡导下，组织员工共计向灾区捐
款17万多元；2010年吉林市发生特大洪水，风雷网
络向灾区捐款５万元；2012年向通榆县边昭镇社会
福利中心捐款20万元，2013年为当时的白城镇西
小学出资近3万元建“爱心书屋”，2015年为白城市
一患淋巴癌小学生捐款1万元……几年来，公司开
展各项慈善事业捐款捐物合计价值达80余万元。

感谢贤内助 功绩各一半

说起事业信心十足、壮志满怀的孙玉奇，谈到自
己的小家却身感愧疚。他说，无论是在部队还是转
业到地方，自己所有的成就都离不开妻子于海燕的
全力支持。于海燕是白城农科院一名科研人员，当
年在选择成为一名军嫂时，就做出了奉献的心理准

备。然而，现实比想象更辛苦。孙玉奇在部队的
10多年中，为了让丈夫安心服役，于海燕从来都
是报喜不报忧，边上班边独自带着儿子，其中的辛
苦自不必说。因为贡献突出，于海燕在2002年被
白城市妇联、白城军分区、白城市双拥办授予“好
军嫂”荣誉称号。而当孙玉奇转业到地方后，她仍
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他工作。

公司忙时，于海燕还是一名随时帮忙的“编外
工作人员”。一次，公司为连夜赶出大量的宣传粘
贴赠卡，夫妻俩将才上小学的儿子锁在家中，少见
的允许儿子可以玩会电脑游戏。一直忙到凌晨２时
多才回家，本以为儿子早睡着了，但儿子由于玩得
太投入竟忘记了时间。当儿子用那双熬得布满血丝
的双眼惶恐地看着父母不知所措时，备感自责的夫
妻二人对儿子一句责备的话也说不出来，于海燕转
身擦去了泪水……为了支持孙玉奇的工作，于海燕
付出得太多了。难怪孙玉奇说，自己的成绩有一半
是妻子的功劳。当年的“好军嫂”，如今的好后
盾，幕后英雄最值得敬重。如今，儿子远赴国外求
学，妻子仍旧奋斗在科研岗位上，孙玉奇说生活确
实不曾辜负所有努力生活和心怀感恩的人。

退役不褪色 共筑中国梦

采访期间，接到社区要给悬挂光荣牌的通知，
孙玉奇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他说，这几天一直惦
记这件事儿呢，老战友们先挂上的全都拍了照片，
传到群里晒呢。真是感谢党和政府给予我们这些曾
经当过兵的人这份光荣，党和人民记得我们啊！这
对于军人家庭来说是一份难得的政治荣誉和对他们
牺牲奉献的肯定。一块小小的牌匾竟能让曾带过
兵、如今在商场驰骋的孙玉奇如此激动，可见他心
中的那份军人情结有多重。

孙玉奇集体荣誉感极强，这正是军人的特征。
对于这些年公司的荣誉他如数家珍：除了公司先后
被省业内多个专业协会接纳为会员企业外，还先后
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网络文化企业”、省工商局
颁发的“AAA企业”、省政府颁发的“吉林省优秀文
化企业”、市政府授予的“纳税超五百万大户”“白城
市模范集体”“白城十佳文化企业”称号……

对于下步发展，孙玉奇表示，身为一名退役军
人，赶上了好时代，感谢公司领导对自己的支持与
厚爱，自己要把这份感谢与感恩之情化作工作的动
力，为公司的发展努力贡献力量。同时，希望所有
的退役战友利用好当前国家对复转军人的好政策和
机遇，通过自身努力，发扬军人的优良传统，坚持
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努力实现自身价值，服
务社会、服务人民，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
献，携手共筑中国梦。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
老爱老传统美德，增强
年轻职工社会责任意识
与奉献精神，日前，白城
长安机场相关领导带领
机场青年志愿者走进洮
北区洮河镇敬老院开展
慰问活动，与老人亲切
聊天，帮助打扫卫生，并
送去慰问品，让老人感
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和
温暖。图为志愿者帮助
敬老院擦玻璃。

刘奕含摄

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展示护士风采，在“5·12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白城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举行仪式，为即将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的701名毕业生授帽并庆祝节日的到来。授
帽仪式，不仅表达了同学们对南丁格尔精神与事业的认同和继承，更让大家感受到了护士的责
任与荣耀，让他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职业教育。 陈宝林 刘砚则摄

创 业 路 上 军 歌 嘹 亮
——记吉林风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孙玉奇

●本报记者 薄秀芳

扑打山火时，两脚要站到火烧迹地内侧边缘内，另
一脚在边缘外，使用扑火工具要向火烧迹地斜向里打，
呈40-60度的角度。拍打时要一打一拖，切勿直上直下
扑打，以免溅起火星，扩大燃烧点。拍打时要做到重打
轻抬，快打慢抬，边打边进。火势弱时可单人扑打，火
势较强时，要组织小组几个人同时扑打一点，同起同
落，打灭火后一同前进。打灭火时，要沿火线逐段扑
打，绝不可脱离火线去打内线火，更不能跑到火烽前方
进行阻拦或扑打，尤其是扑打草塘火和逆风火时，更要
注意安全。 （待续）

市公安局举办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知识竞赛

目前，在中国有
这样一个群体，他们
曾经身披戎装，用青
春与热血，守护着祖
国的疆土和人民的安
全。之后，他们退役
不退志，退伍不褪
色。即使脱下军装，
依旧彰显军人气概，
为地方建设发展贡献
力量。他们有个共同
的名字：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是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重要力量。他们
积极投身创业创新的
时代潮流，在各个领
域、各条战线，闯出
了一片新天地，铸就
了一份新辉煌。从即
日起，本报与白城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
开设 《爱国情 奋斗
者——退役军人风采
录》专栏，集中宣传
报道我市一批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先进典型
事迹，讲述退役军人
积极进取的感人故
事，激励广大退役军
人不忘初心、建功新
时代，努力在全社会
营造爱国拥军、尊崇
军人、关爱退役军人
的浓厚氛围，凝聚起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
大力量。

扫黑除恶宣传进社区 居民踊跃参与共推进

传承五四精神 激发创业热情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组织青年民警开展座谈

扑打山火的基本要领

关爱生命关爱生命 关注安全关注安全

本报讯 （李国义） 为全面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切
实增强广大干部职工的国家安
全意识、国防意识、保密意
识，近日，大安市税务局在系
统范围内开展了普法知识网络
竞赛，通过全员性的普法知识
竞赛，在全局上下营造了时刻
不忘国家安全、加强保密工作
的良好氛围。

为确保普法知识竞赛活动
取得实效，大安市税务局组织
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了保密法及
其实施条例、国家安全法、军
事设施保护法及其实施办法、
国防法、反间谍法及其实施细
则。随后广大税务干部通过微
信“保密观”公众号进行普法
知识竞赛答题，所有人员认真
答题，独立完成考试，均取得
了良好成绩。

通过此次学习、竞赛，全
体干部职工受益匪浅，掌握了许
多之前并不熟悉的法律法规知
识，形成了学法、守法、用法，
时刻不忘国家安全的良好氛围，
提升了干部职工国家安全意识和
国家安全责任。大家纷纷表示，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始终把国家
安全放在第一位，克服和平时期
的麻痹思想，筑牢国家安全工作
思想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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