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值春耕时节，农用
四轮车拉水作业明显增多，为确
保农民人身和财产安全，镇赉县
交警大队多次组织民警深入田
间地头为农民讲解行车安全常
识及注意事项，进一步提高农
民交通安全意识，为春耕生产保
驾护航。 （李文广 何继权）

□5月6日，镇赉县人社局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镇赉县脱贫攻坚工作领
导小组2019年第五次会议精
神。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要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
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旺
盛的干劲，坚决如期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 (杨白冰)

□近日，镇赉镇纪委开展
机关纪律作风整顿活动，下发
了《镇赉镇关于严肃工作纪律
的规定》，引导全镇机关干部深

刻认识从严治党新常态，真正
把作风纪律问题管到位、严到
份，以严明的纪律、扎实的作
风，保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张伟堂 范婷婷）

□镇赉县水利局自4月末
开始，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在包
保的五棵树村开展绿化、美
化、垃圾清理等工作，共计种
植菊花籽25公斤、补植榆树墙
3万余株、清理垃圾2000余立
方米。通过入户调查，在“一
村一品”庭院经济发展中进行
甜玉米种植，已购买种子110
公斤。 （黄兆岩）

□镇赉县环保局为进一步
做好环境信访工作，坚持践行
群众路线，热心接待来信来访
群众，耐心细致进行解释，不
断提高群众满意率。截至目
前，共接到网上各类投诉 3
件，受理2件、结案2件，接
待受理来电来访5件，结案5
件。 （洪亮 彦明 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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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传江）5月10日，镇赉县卫
健局举行5·12国际护士节表彰暨文艺汇演纪
念活动，展示全县护理队伍良好的精神风貌和
职业风范，激励广大医护人员爱岗敬业、积极
进取、甘于奉献，继承和弘扬南丁格尔甘于奉
献、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促进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

县领导为受表彰的12名优秀护士长代表
颁奖。会议要求，广大医护人员要继续弘扬
南丁格尔精神，以优质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
能，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精神，把真诚和爱
心无私奉献给每一位患者，为保障全县人民
健康和卫生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做出应
有贡献。

在随后的纪念5·12国际护士节“天使情”
文艺汇演中，护理人员以优美的舞姿、动人的歌
声表达了节日的喜悦。县医院、中医院、保健
院等10余个基层医疗部门的护理人员表演的
舞蹈《洗手舞》、诗朗诵《我是护士，我为自己代
言》等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自编自演的三
句半《铿锵玫瑰》、小品《医院小事》再现了
他们在事业上的精神风貌和职业追求。文艺汇
演在舞蹈《越来越好》的表演中落幕。

图①县医院护理人员表演诗朗诵《我是护
士，我为自己代言》。

图②县领导为优秀护理人员颁奖。
图③县保健院表演舞蹈《越来越好》。

本组图片田宏摄

本报讯（镇宣）五月的镇
赉，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镇
赉环城国家湿地公园里花红柳
绿、风光旖旎，三三两两的游
人在公园的景观路上散步，欣
赏着春的美景。放眼望去，公
园里路展长卷、树嵌翡翠、花
草掩幽径、小品映谐趣，给人
一种画中游的感觉。

镇赉环城国家湿地公园占
地面积356万平方米，是集休
闲娱乐、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
合性公园，有人工绿地2560
延长米、水泥护坡湖堤4560
延长米、人行横道10000延
长米、路灯64盏，种植草木
花卉30个品种、30余万株，
建有塑料小品、楼亭榭阁。在
这里，夏可赏荷花、乘凉，悠
闲散步；冬可在湖面滑冰，发
展冰雪经济。为市民提供了多
样的休闲旅游场所。

近年来，镇赉县委、县政
府把改善民生、建设生态宜居
城市等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打
造适宜居住的生活休闲圈，努
力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经
过不懈努力，镇赉环城国家湿
地公园、奥体公园等居民休闲

场所不断完善，为市民提供了
休闲好去处。

在奥体公园，放学的孩子
在空地上嬉戏玩耍；休闲的老
人或伴随着音乐声翩翩起舞，
或在树下打扑克、下象棋……
一幅幅和谐画面尽收眼底，奥
体公园已经成了市民休闲娱乐
的理想去处。奥体公园占地面
积30万平方米，南北长620
米、东西宽480米，公园以精
致、通透、休闲、生态为建设
理念，以东西轴线为中心，向
南北延伸布景，集成娱乐、健
身、绿色、和谐的人文特点。
园内建有各类体育设施及景观
灯、音乐喷泉、五彩柱阵、
LED大屏幕、景亭、景石等
景观，硬化面积 9.7 万平方
米，绿化面积 20.3 万平方
米，人工草坪11万平方米，
栽植樟子松、云杉、银中杨、
白桦、榆叶梅、小叶丁香等花
木45个品种、10万余株，错
落分布，步移景异。镇赉环城
国家湿地公园与奥体公园南北
呼应，被誉为“县城双璧”，
既扮靓了镇赉又进一步提升了
市民生活质量。

本报讯（刘焌懿）截至4
月末，镇赉农商行自上年四季
度以来累计投放农户备耕春耕
生产专项资金5.6亿元，农户
贷款余额达到6.9亿元，农户
贷款累放额和贷款余额均在全
县 7家商业性银行中保持第
一，有效“贷动”了全县春耕
生产，为“三农”和县域经济
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坚持“三优先”。一是优
先办理信用村农户贷款业务，
为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提高
信用村农户办贷效率；二是优
先满足传统农户购置种子、化
肥、农药、农机具等生产资料
资金需求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资金需求；三是优先支持

“一村一品”、棚膜经济、高效
避灾农业、绿色有机、科技兴
农等特色现代农业及主导农业
产业项目。

做到“三倾斜”。一是额
度倾斜，对经营正常、收入稳
定且连续3年履约良好的信用

村农户，信用方式最高授信额
度可达30万元；二是投向倾
斜，着力支持种养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集约化生
产、规模化经营、农产品精深
加工等项目；三是模式倾斜，
对市场联公司、公司联基地、
基地联农户的产、供、销一体
化项目给予信贷倾斜，推动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保证“三优惠”。一是信
用村利率优惠，信用村农户信
用贷款按照评定的星级档次实
行利率优惠政策，最低可按普
通信用户贷款利率下浮22%
的标准执行；二是贫困户贷款
优惠，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
基准利率财政贴息的扶贫小额
信用贷款，让贫困户享受免息
贷款政策；三是扶贫再贷款优
惠，通过从人民银行申请扶贫
再贷款专项资金，向农户发放
基准利率的扶贫再贷款，降低
融资成本。

本报讯（镇宣）春风拂碧波，大地展新绿。近日，镇
赉县正式吹响稻田插秧“冲锋号”，田间地里忙碌的稻农
为大地铺上了绿色的“纱衣”，往来穿梭的插秧机为大地
呈上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在嘎什根乡创业村的科技示范户郑连海家的稻田里，
一盘盘绿油油的稻苗随着插秧机的运转，笔直地插在了泡
好的秧田里，转眼间稻秧就整整齐齐地串成排、连成片。
郑连海的老伴儿介绍，今年他们老两口种了5公顷地的水
稻，5天左右就可完成插秧。像郑连海家这样正在忙着插
秧的种植户在嘎什根乡随处可见。

今年，该县水稻种植面积145万亩，其中主要品种有
小粒香、长粒香和超级稻，机械种植率达90%以上。连
日来，随着该县降雨偏少、气温升高，县农业科技相关部
门相继对种植户的水稻育秧长势和管理情况进行了踏查，
积极组织、协调、引导种植户抢抓农时，对已经达到了插
秧标准的种植户进行动员，抓住当前晴好天气进行插秧，
并帮助种植户及时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为取得粮
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镇赉县预计5月25日全
面完成插秧工作。

图为嘎什根乡农民正在插秧。 王志华摄

本报讯（包春燕）为活跃校园
文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
生创新精神和动手动脑能力，在校
园形成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
良好氛围，近日，镇赉县第二实验小
学以“科技点燃梦想、创新成就未
来”为主题，举办了第三届科技节。

科技节展出的作品多达600余
件，所用材料既有各种饮料瓶、吸
管、光盘、一次性纸杯、报纸、
布、木板、雪糕棒等，又有钥匙、
牙刷、鞋盒等废旧环保低碳材料，
作品形式多样，小模型、小玩具、
小工艺品、学习或生活用品、科学

实验器材、小电子产品等种类繁
多。此外，科技节上还展出了以环
保、创新、发展为主题，富有想象力、
设计新颖的绘画作品。经过评选，
60件参展作品荣获奖项。

据了解，近年来，县第二实验小
学以促进教育改革、深入实施素质
教育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科技素质
与创新能力为目标，激发学生从小
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兴趣，并提
供展示个性的平台，提升了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营造出浓厚
的校园科技氛围。

本报讯（李丽）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开展以来，镇赉县委
政法委充分发挥牵头抓总、把握
政治方向、建设政法队伍的职能
作用，进一步强化政治建设、专
业化建设和纪律作风建设，为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顺利开展奠定坚
实基础。

他们要求全县政法部门把教
育培训与实战锻炼结合起来，聚
焦侦查办案、信访维稳、应急处
突、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不同
能力需求，精准开展“靶向培
训”和实战锻炼，不断提升政法
干警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严格
执行《吉林省政法机关领导干部

“十个严禁”规定》，健全执法监
督、纪律作风督查巡视等制度，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让警示提
醒和批评教育成为常态。对踩

“红线”、趟“底线”、碰“高压
线”的，坚持无禁区、零容忍、
全覆盖，做到有案必查、一查到
底。坚持对政法队伍中违纪违
法、失职渎职，尤其是当“警
伞”的干警进行倒查、问责，保
持政法队伍的纯洁、干净、担
当。据了解，自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全县政法系统通过
自身排查和纪委监委查办，共有
8名领导干部和干警因涉嫌违纪
违法或充当保护伞被立案查处。

镇赉县委政法委强化队伍建设
助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镇赉县卫健局举行

5·12国际护士节表彰暨文艺汇演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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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宜居环境 提升生活品质

镇赉县努力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镇赉农商行

5.6亿元“贷动”春耕生产

镇赉县稻田开始插秧

镇赉县第二实验小学举办科技节

镇赉镇哈拉
本召村致富先锋
宓学忠的大棚草
莓眼下正到收获
季。采用农家肥
生态种植、不洒
农药、蜜蜂授粉
的草莓，通过采
摘园方式，让游
客亲手采摘。

潘晟昱摄

为做好第 11 个“全
国防灾减灾日”宣传工
作，镇赉县工信局联合县
红十字会、县教育局、县
社区党工委在县第三中学
和铁北社区先后举办了以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
筑生命安全防线”为主题
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培训
班，分别就地震科普知识
和自救互救知识向广大师
生和社区居民进行了互动
式讲解，受到大家欢迎。

董本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