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长 王延军 总编辑 倪小玲 本期终审 刘 彤 白城新闻网：www.bcxww.com

中共白城市委主管主办 白城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22-0013

本报公共电子邮箱：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农历己亥年八月十三 第10789期bcrbs0153@vip.163.com

指尖白城
（白城日报微信）

bcrbwx

本版主编 颜亦君 编辑 宫志强 冯苗苗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最高气温23℃，最低气温1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火险1级。要想天气早知道，请拨打电话12121。

本报讯 中秋、国庆“两节”将至，为
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市委相
关要求，严防发生“四风”问题，确保节
日期间风清气正，白城市纪委市监委提
醒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严守纪
律底线，树立过节新风！

1.严禁用公款送节礼、相互走访；
2.严禁用公款购买、发放有价证

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
3.严禁违规公款吃喝、超标准接

待；
4.严禁公款旅游或用公款变相旅

游；
5.严禁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者福

利；
6.严禁以任何名义向下属单位索

要节礼；
7.严禁借办公用品、会议费、车辆

运维费等名义报销节礼费用；
8.严禁违规使用公务用车。

本报讯 日前，白城市纪委监委通
报了6起典型问题。

白城市国土资源监察支队原支队
长杨国昌违规处理招待费等问题。
2017年2月至2018年6月，杨国昌授
意监察支队办公室原主任杨成海在单
位指定汽车维修地点虚假列支修车费
3.1万元，用于处理单位无法入账核销
的费用，其中招待费2.792万元（含招
待用酒支出1.032万元）。2019年7月，
杨国昌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
分，由正科级领导职务降为副科级非领
导职务；杨成海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调整工作岗位。

洮北区德顺乡畜牧兽医站站长单
继财私车公养问题。2018年 1月至7
月，单继财在畜牧兽医站车辆能保障完
成工作的情况下，以驾驶私家车下乡开
展防疫的名义在单位核销其私家车加
油发票23张，共计5087.92元。2019年
6月，单继财受到行政记过处分，违纪
资金予以收缴。

镇赉县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
姜源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问题。2016
年9月，姜源在前往井冈山参加培训期
间，私自决定借返程之机到四川省成都
市游玩1日。2019年6月，姜源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

洮南市黑水镇卫生院违规发放值
班补贴问题。2017年3月至2018年3
月期间，黑水镇卫生院领导班子成员关
鹏飞、李宏文、张敬姝在没有文件依据
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按照每人每天20
元的标准发放夜班补贴，共计发放
3.654万元。2019年5月，因还存在其
他违纪问题，关鹏飞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李宏文、张敬姝分别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通榆县瞻榆镇林业站站长邢志借
操办升学宴之机敛财问题。2017年6
月，邢志借操办儿子升学宴之机，违规
收取下属及管理服务对象礼金1.01万
元，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019年4月，
邢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已
全部收缴。

大安市大岗子镇农业站站长裴连
春违规公款吃喝问题。2017年，在农业
站检测和试验工作期间，裴连春以犒劳
站内职员为由，多次使用单位公款组织
本站职工在大安市大岗子镇东来顺大酒
店用餐，产生餐饮费用共计2534元，并
采取虚列产品质量检测费用的方式，将
上述餐饮费用在本单位入账核销。2019
年6月，裴连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以上6起典型问题，有的虚列支出
处理招待费用， （下转四版）

本报讯（记者薄秀芳）金秋时节，彩旗飘飘；欢歌笑
语，喜迎新生。9月6日，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正式迎
来了2019年新生。在校方的精心组织下，在各院系的积
极行动中，在学生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新生报到工作
有序开展。截至9月8日16时，新生报到人数2632人，
报到率达到96.4%，报到率超过96%的专业数量达到13
个，较去年增加3个，有6个省区的报到率达到100%，
单独招生报到人数达到1740人，报到率为98.3%，比去
年高出0.5个百分点。预计最终报到人数将超过2640
人，报到率超过2018年的96.3%，创历史新高。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9年招新情况与去年相
比，少数民族生增加，今年录取来自23个省区21个少

数民族考生269人，较去年的14个少数民族增加了7
个，少数民族考生数量较去年的196人增加73人，尤其
是新增2名维吾尔族考生和26名藏族考生。2019年录
取新生参加入伍人数24人，较去年的11人增加了一倍
多。录取专业规模顺应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趋势，向技术
类、药学类、康复类专业倾斜，医学技术学院、药学系、健
康管理系三个院系的新生总数较去年增加158人，增幅
达到15%。来自农村地区的考生数量达到1800人，较
2018年的1708人增加近100人。

据白城医高专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校2019年17个
专业在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共录取新生2730人，
连续第四年按原始计划完成率达到100%。

据了解，2019年医高专的招生工作共分为高职单
招、对口升学、中高职衔接转段和高考统招四个阶段。其
中高职单招录取1770人，对口升学录取60人，中高职
衔接转段录取143人，高考统招录取757人。在高考统
招中录取省外新生588人，文科最高分523分，理科最
高分488分；录取省内新生169人，其中分数在本科线
上考生156人，文科最高分468分，最低分388分；理科
最高分424分，最低分347分，所有文科考生分数均超
出本科控制线，最低分高出本科线16分，理科最低分仅
比本科线低3分。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医高专的生源质量明显提升，
高职单招计划1770人， （下转四版）

本报讯（记者张赫）9月10日，
全市落实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推动减
税降费政策举措落到实处、见到实
效。

市长李明伟出席会议并就做好
减税降费工作强调四点意见。一要
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实施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
要高度重视，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
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二要突出工作
重点，细化有效举措。在减税上，加
强政策宣传辅导，帮助纳税人充分
享受税收优惠。在降费上，严格执行
涉企收费“一张清单”制度，保障收
费信息公开、透明。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严格依法治税、治费，确保企业
税负应减尽减、应降必降。三要做好
开源节流，着力平衡预算。树立长期
过“紧日子”思想，突出税收、土地交
易指标、国有资产盘活“三条线”，千
方百计抓增收，全力以赴保工资、保
运行、保民生。要妥善化解债务存
量，依法依规管控政府债务风险。四
要加强组织协调，增强工作合力。各
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兵把
口、主动作为，按照任务时间节点开
展好减税降费工作。要抓好审计跟
踪和监督检查，以最严肃的纪律确
保政策得到最严格的贯彻落实。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洪军
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
出具体意见。

市政府秘书长齐晏出席会议。
市财政局、税务局、工信局负责

同志在会上汇报了落实减税降费工
作相关情况。

市落实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白城市纪委监委通报6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白城医高专2019年新生报到人数再创新高

中秋国庆廉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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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要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
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5月31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
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时刻不忘
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永远不能
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

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
江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
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自2016年7
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
年大会上指出“面向未来，面对挑战，
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以来，提出的又一个崭新论断，具有重
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如何理解

“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这一论断？
“初心”与“恒心”是怎样的关系？可以
从以下“四个统一性”来解读和辨析。

从“初心”与“恒心”相辅相成的统
一性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这是党的“初心”。党的恒
心是指“初心”的坚定性、持久性、恒定
性、永恒性，即“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
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
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
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初心”
的实现离不开“恒心”，通过“恒心”使

“初心”更加坚定、明确，通过“初心”，
使“恒心”更持久，二者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

从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统一性来
看。《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
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利益， （下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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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芙）近日，以
“培根铸魂 魅力吉林”为主题的
全市第138期长白山生态研学实
践活动在白城市示范性综合实践
基地正式开营。来自大安市第一
中学和第三中学的401名学生参
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当天，在白城火车站，同
学们在教官的引导下排着整齐的
队伍，秩序井然地走进了“研学专
列”，在五天四晚的活动中，他们将
奔赴长白山地区朝鲜族民俗村、长
白山地震馆、长白山自然博物馆，
登长白山天池，观农夫山泉森林工

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据了解，为做好长白山生态

研学任务，白城市示范性综合实
践基地多次与白城市铁路客运
段、白河客运段协调，开通了“研
学专列”，此条“研学专列”是吉林
省首条为研学专门开通的专列，
使参加研学活动的同学们能够点
对点研学、面对面学习。

同学们纷纷表示，一定会以
全身心的热情积极投入到此次研
学活动中去，听从老师和教官的
指导，让此次活动成为自己人生
中难忘的经历。

全市第138期
长白山生态研学实践活动启动

近日，镇赉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色的稻
田区挤满了人，像过年一样热闹。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
究所和东北中部稻区水稻品种改良岗位科学家团队在这里举
办“吉梗816等优质食味水稻新品种示范现场会”。

镇赉县水稻种植大户、农业技术专家、水稻办技术人员、
吉农高新水稻有限公司团队、镇赉大米加工企业、英台农业农
机合作社等400多人参加了现场会。他们来到田埂边参观吉
粳816等优质食味水稻新品种示范田，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
清香，微风中金黄的稻穗已经开始点头摇曳，一派丰收景象。

“这就是圆粒香稻吉粳816散发出的特有自然清香。”专
家详细介绍了该品种水稻的生长特性和食味品质，并拔出稻
秧、摘下稻穗展示水稻的长势。大家对吉梗816的株高、穗
型、分蘖等长势表示认可。特别是对今年吉粳816表现出抗
倒、抗病特性点头称赞。省农科院水稻所专家还对吉粳816

品种的熟期、产量、米质，整精米率、穗型、粒型等特征特性做
了详细介绍，并对大家最关心的育苗管理、水肥管理、病虫害
防治等栽培技术详细解答。大屯镇水稻种植大户唐传军说：

“我看示范地块不是最好的地，也就是二等地，但816没有一
株倒伏，籽粒饱满，绝对是‘铁杆’的好品种。”在场的米业经理
张先生表示:“就喜欢这样产量高、米质好、出米率高、有香味
的品种。今后我们在打造吉林名牌大米的时候就有底气了，
可以注明是什么品种的大米了。”

吉林农科院水稻所所长周广春说：“培育和推广优质食
味水稻新品种是水稻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吉林大
米品质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今后我们的科研工作一定
瞄准市场需求让水稻育种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让国人从
吃饱到吃好，让吉林大米实现从好米到名米，让农民增收让企
业增效。”

“米饭好了，请大家尝一尝816的味道。”镇赉英台农民农
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任志国端着一锅香气四溢的米饭来到了
地头，人们纷纷过来品尝米饭。在场的几位网友举起自拍杆
进行直播，大赞米饭有香味。大屯镇谢台岗子村的林伟兴奋
地说：“这米口感太好啦，还有嚼劲，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如果
我们村1000多公顷水田都种上这个品种，那就有钱赚了。”

据了解，吉粳816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针对吉林
省优质大米产业市场需求育成的圆粒香型优良食味水稻新品
种，该品种2018、2019连续两年获得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鉴
评金奖。

听了专家介绍，看了水稻长势，尝了香喷喷的米饭，大家
对种植吉粳816信心满满、热情高涨。在场的各乡镇农民饶
有兴致地向吉农水稻公司的销售人员问起了吉梗816种子如
何购买，能不能签订销售订单等问题。农科院水稻所副所长
付立中告诉农户：“镇赉县与我们水稻所合作已经有31年了，
816等优质水稻品种研制成功是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与当地领
导、技术人员、农民共同努力的结果，镇赉农民对水稻品种和
栽培技术的需求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我们的专家要扎根在
这里，为农民、种植合作社及大米加工企业做好服务，让优质
大米走向全国。”

金奖水稻落户白鹤之乡
——吉林省优质食味水稻新品种示范现场会在镇赉召开

●潘晟昱

中秋节来临之际，我市月饼市
场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满足了节日
期间市民消费需求。图为市民在超
市内选购月饼礼盒。

本报记者刘冠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