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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海关：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本 报 讯 （光 远 记 者 张 殿 文） 今 年 年 初 以
来，白城海关以开关为契机，充分发挥海关职能
优势，落实各项服务承诺，主动服务和支持地方
经济发展，与白城市各职能局一起，密切合作，
为我市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
结构转型助推经济稳步发展。针对我市经济
总量偏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
放、低水平建设情况较为突出、缺乏支柱产业和
新型经济增长点等情况，白城海关积极参与推动
扩大我市沿边开放，立足于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
和水平，以帮助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增强活力
等方面为重点，积极引导加强通道建设，充分发
挥我市三省交界的地缘优势和物流优势，加强内
外协调，支持国际铁路从欧洲进入中国东北的东
北亚运输主干线建设，打造新型国家大通道；全
力引导完善产业链条，加强对发展下游产业的引

导和支持，帮助解决缺乏下游产业支撑导致辐射 货物整体通关时间，提升口岸通关信息化水平和
带动作用发挥不明显的弊端。切实引导发展新兴 开展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切实通过服
业态，第一时间加强政策指导，提前做好引导和 务的优化提高我市开放的质量。
规范。
强化服务助推企业发展。开展认证实际操作
优势互补助推区域经济发展。有序推进执法 示范，争取辖区新增海关高级认证企业。通过
互认、信息共享、通关协作等机制，实现优势互 “一对一”上门服务、建立企业问题清零制度等
补、资源共享。加强与各方合作，建立数据共享 “贴身”服务和开展自贸协定、原产地、减免税
和数据安全使用机制，实现跨地域、跨系统、跨 等优惠政策宣讲，做好免费原产地签证服务，帮
部门、跨业务协同监管与服务，优化跨关区通关 助企业充分利用自贸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关税优
作业，推动压缩整体通关时间等；加强产业合 惠政策。在推动农产品出口方面，支持我市特色
作，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联动，推动形成对 农产品“走出去”，帮助提高出口农产品附加
外开放新格局，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助推我 值，助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改革创
市外向型经济持续健康稳步发展。
新、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经
通关优化助推口岸发展。为推动口岸营商环 验做法。坚持创新与继承同步推进，做好后续监
境改善，白城海关将进一步简化监管证件和随附 管模式改革推广工作，切实降低企业成本，提高
单证，持续降低进出口环节费用，多措并举压缩 通关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

洮南农发行实施优惠信贷政策
扶持复工复产企业发展
本报讯 （赵志国 韩丹） 洮南农发行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同时，积极推动当地企业复工复产，以优惠的信贷政
策支持企业融资。
他们主动与该市发改局、工信局、商务局等相关部门对
接，大力宣传农发行信贷政策，全面掌握复工企业名单及信
息。积极对接相关企业，了解复工企业资金需求，对符合农
发行信贷准入条件的企业，第一时间进行信贷扶持。截至目
前，累计向中央储备粮洮南直属库有限公司投放粮食收购贷
款 1429 万元。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场所消防安全
本报讯 （记者汪伦） 为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场所消防
安全，避免场所封闭期间发生火灾事故，确保民警职工及戒毒
人员人身安全，维护场所持续安全稳定，白城市强制隔离戒毒
所采取多项举措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做好消防安全动态研判。将疫情防控与消防安全工作同部
署、同检查，所领导及相关科室就场所消防安全进行研判分
析，深入查找风险点、隐患点，科学预警，动态管控，全力化
解消防安全隐患风险，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创造良好的安全
环境。
开展消防安全自检自查。所领导带领相关科室深入到
民警职工食堂、民警备勤楼、配电室及应急指挥中心等重
点区域开展检查，对配电箱、灭火器、消防栓及电器线路
等设施设备仔细查看，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责令相关人
员进行整改。
强化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根据场所实行战时执勤模式、全
封闭管理这一情况，进一步明确民警职工消防安全责任及负责
区域，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安排部署到位、安全措施到位。
加强消防安全知识宣传。通过发放消防安全传单、向民警
职工微信群推送消防安全常识、悬挂消防安全宣传条幅等方
式，增强民警职工及戒毒人员消防安全意识，提高消防安全应
急处置能力。

战疫情备春耕两不误

洮南市供销联社

本报讯 （董博） 当前，既是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决战期，又是春耕备
生产的关键期。洮南市供销联社高度
重视，把抓牢抓好春耕生产作为有序
推动复工复产的一项重要任务，做到
战疫情备春耕，防控生产两不误，确
保农业生产开好局。
洮南市供销联社组织人员积极
深入到农资公司经营网点及基层供
销社各销售点，督促检查工作，深
入调查了解农户生产需求和市场行
情及储备销售情况。截至目前，春
耕备肥累计调入量 3652 吨，确保了
春耕生产所需物资供应充足、及时。
疫情期间，为减少人员接触，他
们创新实施了“网上备耕”方式，建
立了备春耕生产服务微信群，利用电
话、网络微信下单等方式订货，做好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并做到无接触
配 送 ， 为 2020 年 农 业 丰 收 提 前 谋
划、打好基础。

本报讯 （陈宝林） 为确保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关键期 2020 届毕业生就业招聘工作不受影响，白
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教育厅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真正做到一手抓
防控、一手促就业，两手抓、两不误，在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确保抗疫期间就业服务不断
线、工作不停歇，学校 2020 届毕业生网络双选会
火爆进行中。
日前，该校已成功举办第十三届毕业生就业洽
谈会暨第一届网络视频双选会。截至 3 月 19 日，参
会用人单位达 191 家，提供就业岗位 3270 个，企业
预约面试 982 场次，达成意向性签约 4381 人次。
疫情期间，该校积极搭建网络招聘平台，为毕
业生提供网络双选和网络面试服务，已有 310 家企
事业单位入驻，其中 81 家用人单位持续保持在线
招聘状态，为毕业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近年来，该校把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放在

近日，大安市太山镇众诚采摘园草莓温室大棚内，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村民抓紧
时间对成熟的草莓进行采收、
挑拣、
装箱。
近期，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好转，
大安市一大批大棚蔬菜、水果陆续成熟，
成为人
们采摘观光的好去处。
林英春 本报记者李晓明摄

农发行镇赉县支行网上服务战疫情
本报讯 （黄婧婧） 农发行镇赉县支行积
极响应上级部门有关强化疫情期间金融服务
的有关要求，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优化网上办理业务，引导开户企业选

择银企直连、网上银行等电子渠道办理业
务，保持 7×24 小时运营，为客户提供支付
结算金融服务，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农发行蓬勃力量。

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
扎实做好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落实工作
本报讯 （王俊江） 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
是党中央统筹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做出的
重大决策。2019 年，农牧民补助奖励项目
省下达洮北区资金指标 175 万元，为发挥好
补助奖励资金在农牧民生产增收中的积极作
用，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通过精心谋划、深
入宣传、强化责任等举措，把农牧民补助奖
励政策落实工作抓实抓好。
周密安排部署。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
洮 北 区 财 政 局 联 合 行 文 制 定 了 《洮 北 区
2019 年 落 实 农 牧 民 补 助 奖 励 政 策 实 施 方
案》，坚持有利于区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原则，补短
板、重实效，明确农牧民补助奖励资金使用
范围、标准、对象和项目申报、考核、验
收、公示、资金发放工作程序，成立了落实
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工作领导小组，明晰职
责，
办公室设在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
具体负
责项目安排部署、协调指挥、建档立卡、工作
督导、实施推进、资金落实监督检查工作。
广泛政策宣传。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是

惠及广大养殖户的惠民项目，有助于全面推
行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促进草原生态
保护与建设，有助于加快传统畜牧业改造向
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提升绿色畜产品生产
供应水平，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稳步提高
农牧民收入。为把群众的好事办好、办实，
维护广大农牧民切身利益，洮北区畜牧业管
理局召开相关人员会议对做好落实农牧民补
助奖励政策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组织人员通
过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
提升社会对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的关注度。
严格项目实施。按照项目方案规定，奖
补资金用于草原承包农户草原禁牧补助和草
食家畜标准化舍饲圈舍建设补助。各乡镇及
相关场站负责组织项目申报，保证项目的真
实性、准确性，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负责申
报项目的受理评审，区财政局负责资金的拨
付，各部门各尽其责，做到项目实施全程透
明、公平、公正，接受群众监督，对违规操
作、弄虚作假，工作漂浮、虚报冒领行为，
严肃追责。

战“疫”就业两不误 空中“双选”架金桥

白城医高专举行毕业生网络双选会
重要位置，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措施，创新工作方
式，加强服务引导，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形成了
一套完整的工作机制，就业工作成效显著，实现了
招生计划连年取得新突破，就业形势连年都有新发
展，呈现出招生就业两兴旺的良好势头。
针对今年工作实际，该校党委把就业工作当做
大事来抓，学校各院系各部门齐心协力，招生就业
部门迅速行动，立即启动应急服务机制，公开就业服
务电话和网络服务平台，加强就业工作线上咨询和

热线服务，确保毕业生就业工作顺利开展。依托学
校信息化中心智慧就业平台，通过向毕业生和用人
单位致信，引导招聘单位通过学校就业信息网和微
信公众号、QQ 群等线上平台发布招聘信息，指导毕
业生投递简历，倡导用人单位和毕业生通过电子邮
箱收取简历，利用电话、视频、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
进行面试。通过 QQ 及邮件等方式，为毕业生提供
个性化咨询辅导，及时帮助毕业生解决在求职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
全方位做好抗疫期间各项就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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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企业、商户、个人
捐赠抗击疫情物资情况公示
众志成城、同舟共济。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踊跃奉献爱
心，体现了社会大爱和守望相助的精神。现将接收捐赠的最新统计公示如下：
名 称

捐赠明细

白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 万元

吉林省思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物资（口罩 1000 个、消毒液 10 桶、全自
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1 台、全自动血液细
胞分析仪 1 台、均相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1
台、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1 台）

重庆新赛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物资(干式免疫荧光分析仪 17 台、
检测试剂盒 5950 份）

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

100 万元

吉林省白城市建源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围挡 4000 平方米
医疗物资（口罩 7800 个、防护服 55 件）

北京白城企业商会

医疗物资（口罩 20020 个、护目镜 200 个）

长春金垦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物资（口罩 22000 个）

白城宏达农机物流园有限公司

5 万元

白城市华兴餐饮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生活物资（乳制品 7200 盒）

长春鸿源建设有限公司

医疗物资（口罩 10000 个）
生活物资（152 箱）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

1.164 万元、应急通讯设备

中国联通白城分公司

医疗物资（口罩 10000 个）

洮北区老年体育协会所属各协会

2.407 万元

白城市摄影家协会

2.37 万元

白城市水利局干部职工

2.23 万元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

2.16 万元

白城市洮北区平台镇光明村全体村民

2.13 万元

白城益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万元

吉林诚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 万元

白城市亨通装卸运输有限公司

2 万元

白城市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41 万元

白城市洮北区西郊街道朱家村村民委员会

1.034 万元

大唐向阳风电有限公司

医疗物资（口罩 3000 个、消毒液 6 桶）

白城市诚实米业

1 万元

白城市君洲装潢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1 万元

成来电器

1 万元

贾洪文

1 万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白城市有限责任公司

1 万元

吉林北京商会

医疗物资（防护服 500 套）

广东省吉林白城商会

医疗物资（隔离服 100 套、口罩 560 个）

中国电信白城分公司

医疗物资（口罩1000个、
84消毒液500瓶）

白城市农行

医疗物资（口罩 1000 个）
生活物资（水果 10 箱）

白城市央格尔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0.97 万元

苏刚

0.68 万元

西郊街道办事处河北村村民

0.65 万元

潘怒海、李洪志等 89 人

0.547 万元

白城地建公司

0.5 万元

白城市元祥科技有限公司

0.5 万元

吉林裕丰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0.5 万元

靳桂兰

0.5 万元

梁忠成

0.5 万元

“猫哥”
正能量爱心团队

0.5 万元

厦门新景地集团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

0.5 万元

苏州金鹏粉末制品厂

0.5 万元

刘立军

0.5 万元

宋世财 高翠君

0.5 万元

贾西贝

0.5 万元

白城市康泰管业有限公司

0.5 万元

李淑红

0.5 万元

白城市惠农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全体职工

0.5 万元

白城市惠农物权融资有限公司

0.5 万元

白城市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职工

0.5 万元

唐明

0.5 万元

感恩（爱心人士）

0.5 万元

备注：
统计时间截至2020年3月25日，
接收捐款共计483.72万元。
捐赠物资低于5000元的未
列入表内，
相同金额排序不分先后。
衷心感谢吉林省思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松江路桥有限公司、白城市工业园区消防救
援大队、白城市源禾佳谷食品有限公司、高春劳保商店、千叶眼镜试光中心、李子罡、潘
怒海、李洪志等爱心企业、爱心商户、爱心人士的捐赠！
同时，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当前的疫情防控工作，传递关爱、汇聚温暖、守望相
助，相信我们一定能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白城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联合指挥部
2020 年 3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