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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办大集体企业名称
白城市光明机械厂

白城市长征机电公司

白城市远大机电公司
白城市兴隆水暖管件厂
白城市新华木器厂
白城市帆布制品厂

白城市粮油机械经销部

白城市友谊针织综合厂

白城市布鞋厂

白城市中兴路百货五交化批零商店
白城市红光器材机电器材商店

白城市第一纺织机械配件厂

白城市华仁堂大药房
白城市曙光福利厂
白城市第一粮库酒厂
白城市制药包装厂

白城市北方包装厂

白城市新成塑料制品厂
白城市齿轮厂劳动服务公司

白城市第一印刷厂

白城市锅厂日杂商店

白城市群英塑料制品厂

白城市竹林水磨石制品厂

白城市双星鞋厂
白城市酿酒总厂包装厂
白城市洮儿河板纸厂

白城市白纸劳动服务公司
白城市水泥厂劳动服务公司

白城地区化轻建材公司第一经销部
白城地区化轻建材公司第二经销部
白城地区化轻建材公司第三经销部

白城市地区化轻建材公司
劳动服务公司搬运队

白城市五交化总公司平原综合批零商店
白城地区木材劳动服务公司
白城地区金属劳动服务公司

白城友谊五交化商场

主办企业名称
原白城市齿轮厂

原白城市机床配件总厂

原白城市机械工业供销公司
原白城市水暖管件厂

原白城市轻化物资供应公司
原白城市帆布厂

原白城市汽车压铸件有限责任公司

原白城市织袜厂

原白城市副食品加工厂

原白城市汽车修配厂
原白城市齿轮厂

原白城市第一拖拉机配件厂

原白城市中药厂
原白城市麻纺织厂
原r白城市第一粮库
原白城市制药厂

原白城市啤酒厂

原白城市第一塑料厂
原白城市齿轮厂
原白城市印刷厂

原白城市锅厂

原白城市水暖器材厂

原白城市第一拖拉机配件厂

原白城市布鞋厂
原白城市酿酒总厂
原白城市酿酒总厂
原白城市造纸厂
原白城市水泥厂

原白城市地区化轻建材公司
原白城市地区化轻建材公司
原白城市地区化轻建材公司

原白城市地区化轻建材公司

原白城市五金交电化工总公司
原白城市地区木材公司
原白城地区金属公司

原白城市五金交电化工总公司

联系人
朱亚杰
孔德群
纪玉慧
李秀兰
朱文慧
李柏峰
安丽丽
曹丽华
苏庆娟
许冬艳

赵飞燕
肖 杰
都艳敏
王大方
劳淑荣
王丽华
李鹏飞
焉学伟
孙 庆
张成虎
尹万田
于凤霞
姜锦海
周艳丽
关建民
刘 春
石洪燕
周淑文
江秀丽
宗国民
赵淑芝
刘占臣
马丽杰
王丽刚
李 华
吴德福
史桂兰
张淑芹

王有海

孙丽莎
史桂红
徐绍丽
王镇柱

联系电话
13630768595
13504368400
13664363326
13943606387
18704364799
13943686862
13943668011
13894685957
13504363035
13104360705

15843691771
13630760225
13943456575
15843682273
13843669225
15543995425
13766116975
13039060296
13504360097
18743637999
13614366261
13704379878
15104367878
18704362898
13664467770
13943688119
13634364348
13104361770
13943672267
13689779198
13943681471
13894684968
13943670024
13159596666
13843660800
15843686123
15844666272
13644368060

18304366969

13843602821
13904360217
15943609962
15043607385

白城市界定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企业第一批名单

按照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地加快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吉办发
〔2019〕 21号）、吉林省国资委关于印发《吉林省厂办大集体改革范围界定办法》（吉国资发综改〔2013〕 134号）
等有关文件精神。经白城市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工作推进组办公室初步界定，原白城市齿轮厂兴办白城市
光明机械厂等36户国企厂办大集体企业符合省、市有关文件规定。

为了保证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企业及职工基础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请下列企业的职工从3月25日到4月3
日，与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联系人（代表）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联系，办理身份认定、人员信息登记等
相关手续（已联系企业代表或登记的职工，不用在重复联系）。截止2020年4月3日为止，逾期未报，则视为主动放
弃申报资格，责任自负。

白城市关于参加国企厂办大集体改革
企业第一批名单的通告

白城市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推进组办公室
2020年3月25日

农机助力四川水稻春耕见闻
●新华社记者 陈健

春分过后，在成都平原南端的眉山市彭山
区成林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育秧大棚里，一条由
4名工人操作的水稻育秧生产线正在运行。这
就像一条工厂流水线，经过装土、浇水、播种
等若干环节，一个个长方形的育秧盘成品不断
下线。

这是成林农机专业合作社今年首次尝试的
“工厂化育秧”技术。合作社理事长王程淋
说，这样育秧最大的好处是节省人工，合作社
流转了2000多亩土地种植水稻，过去采用传
统育秧方式，同样是4个人，一个小时最多生
产60个育秧盘。通过育秧生产线助力，4个人
每小时能生产800个育秧盘。

彭山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袁敬
勇说，这是眉山市开展的“工厂化育秧”试
点，是农业农村部在全国水稻主产区推广的一
项新技术。传统的育秧方式装填底土、播种等
操作很难做到规范、统一，容易造成秧苗出苗
不齐、质量不一。生产线不仅效率高，而且出
苗又齐又壮，有利于后续进行机械化插秧，减
少插秧移栽过程中导致的缺苗现象，从而实现
增产。

在农业大省四川，越来越多的农机正在助
力农民开展水稻春耕。前几天，眉山市东坡区
太和镇的种粮大户王元威在四川农业大学专家
的帮助下，从江苏引进了眉山市首台“印刷播
种机”。这台播种机很像新闻单位印刷报纸的
机器，但不同的是，印在一卷卷纸张上的不是
油墨，而是稻种。机器通过食用胶将稻种固定
在纸上。

据了解，这种纸张不加荧光粉、无毒无
害，而食用胶的主要成分是玉米淀粉，纸张
和胶遇水以后，就会溶解在土壤中。一张十
多米长、印满稻种的纸卷，从播种机里出来
后，王元威和几名工人将它轻轻铺到事先浇
足水的秧田里，撒上一层薄土，然后搭棚覆
膜，就完成了水稻育秧，效率比往年着实提
高了不少。

农机助力，解决了农忙时节的人手问题。
在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好味稻水稻专业合
作社流转了4万余亩土地种植水稻。合作社理
事长李相德说，种这么多土地，要抢抓春耕生
产，靠的是机械化。

“前些年，插秧完全靠人工。我有一年种

了上千亩水稻，高峰期每天要请200多名村民
插秧，有时还不一定能请到人。”李相德说，
现在，大量使用农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目
前，合作社拥有大型农机160余台，其中大型
拖拉机12台、乘坐式插秧机52台。

农机还有效降低了种粮成本。在一般农民
看来，刨去土地租金、人工费、种子化肥成本
等，流转土地种粮几乎挣不到什么钱。但是李
相德带领的合作社却年年挣钱，诀窍就在于推
行机械化种粮，与传统的种粮模式相比，每亩
水稻可减少成本150元左右。同时，政府部门
全面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种粮大户补贴、
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对种地农民、种粮
大户、农机购置进行补贴，极大地调动了农民
的种粮积极性。

记者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四川正
在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
级，今年四川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将达63%，四川将把“宜机化”纳入高标准农
田建设、农村土地整治重要内容，到 2025
年，实现高标准农田、现代农业园区农机通达
率95%以上。 （新华社成都3月25日电）

云南举办网络招聘会助复工促就业
新华社昆明 3月 25 日电 （记者林碧

锋）云南省日前启动“2020年春风行动暨
就业援助月”网络招聘会，助力涉及疫情防
控和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机构复工复产，促
进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劳动者就业。招
聘会将持续至3月31日，主办方将每日更
新招聘信息和求职信息。

记者从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目前已有230家单位参与此次网络招
聘，主要为疫情防控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疫
情防控期间涉及保障公共事业运行必需、疫
情防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及其他涉及重要
国计民生的相关机构，发布的岗位涉及研
发、生产、销售、物流、行政、财务、医
生、教师等领域。

招聘会主要面向2020年高校毕业生和
往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有就业创业意愿的
农村劳动者、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
家庭成员；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残疾登
记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具有工作经验的经营
管理、技术、服务、营销类专业人才等。

据悉，求职者可通过云南人才网、云南人
才市场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参与此次网络招聘。

3月25日，在贵州贵阳乌当区羊昌花画小镇，游客在花丛中游玩。
按照贵州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发布的通告精神，当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各级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恢复正常运行，全面开放旅游景区景点、公园、餐
馆、体育馆、博物馆、图书馆、超市等。服务人员须佩戴口罩。进出人员检测体温、扫描

“贵州健康码”，持绿色、黄色健康码人员方可进入。 新华社记者杨楹摄

（上接一版）要回应民生热点，认真解决群众生产
生活、企业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各级党员干部要
到群众、企业中去倾听呼声、了解诉求，把最急最
盼的问题兜上来。对受疫情影响的城乡困难群众，
要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补尽补。四要始终团
结奋斗，汇聚发展合力。要切实增进团结，领导班子
成员之间要勤沟通、多包容，把遇到的矛盾、困难和
问题解决好。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
增进团结，在为民服务中深化共识。要加强工作配
合，紧跟形势，整体推进，合力攻坚。要牢固树立全市

“一盘棋”思想，尤其是脱贫攻坚、项目建设、“四城联
创”等工作，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要密切协作，推动
工作落地见效。要保持敬业奉献，把群众的事当成自
己的事来办，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要耐得住寂
寞，保持平常心态，坚定不移走好脚下的路。要强化
纪律作风，严守纪律规矩，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
用权，既干事又干净。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着力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树立良好形象。

市长李明伟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提出三点意见。一要学习先进，大力弘扬白城精
神。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奋进力量、传承优秀品
质，化为内心的修养、行动的自觉，切实把新时代

白城精神发扬光大。二要崇尚先进，着力提升白城
形象。多角度、多侧面、多渠道，宣传报道先进典
型、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见贤思齐。三要
争当先进，全力推动白城振兴。在岗位实践中比奉
献、比贡献，努力实现全年各项任务目标，展现新
作为、创造新业绩。

会上，市委副书记李洪慈宣读通报表扬决定，
对全市十项重点工作中表现突出的44个先进集体
和120名先进个人进行表扬。

通榆县、洮南市、洮北区、镇赉县水利局、大
安市大岗子镇、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督查
指挥中心等县（市、区）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围绕重点工作进行了表态发言。

会议采取视频形式召开。市级四个班子领导，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
政协秘书长，市委副秘书长；各县（市、区）党委
主要领导，洮北区区长、组织部长；各开发区（园
区、新区）党工委（党委）书记；表态发言代表在
主会场参加会议。

各县（市）政府主要领导、组织部长、常委办
公室主任；市直各部门、县（市、区）相关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受通报表扬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在
分会场参加会议。

（上接一版）驻村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对辖
区内群众（含贫困户）进行逐户逐人全覆盖
式排查，了解贫困户收入情况，受疫情影响
无法外出打工人员情况，并对2019年建档立
卡贫困户个人住院自付医疗费用超过2千元
或年度住院医疗总费用累计超过5万元的贫
困户，先行拨付分红款，以此支撑贫困户收
入和支出。

疫情期间，洮南市通过开展线上招聘、线
上创业服务、岗位精准推送、实施就业援助等

活动，收集用工信息 95条，提供就业岗位
5000余个，达成就业意向321人，疫情稳定
后，组织护送人员上岗就业，确保贫困户稳定
脱贫不返贫。通过向当地公益岗位倾斜，适当
增加贫困人口就业数量；通过就近挖掘就业岗
位，扩大贫困人口就业渠道；通过小额信贷支
持，提升贫困人口创业本领；通过驻村第一书
记、党员干部代言等方式帮助贫困群众销售涉
销农副产品，稳定收入。另一方面，洮南市强
化兜底保障，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及时纳入

低保和临时救助范围，确保应保尽保；及时完
成贫困户农合和基本养老保险金缴费工作，保
证贫困户及时享受政策。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虽然出现稳中向好发
展态势，但防控形势依然严竣，洮南市将在
坚定信心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严格
按照脱贫“四不摘”要求，稳步发力，统筹
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各项任务，确保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促
进”“两不误 ”。

（上接一版）
推进媒体融合，做强主流舆论。白城日报

社不断创新思维理念，加快推进融媒体建设，
强化报网互动，打造新型主流舆论阵地，以更
好看的报纸、更迅捷的新闻、更新鲜的媒体融
合平台服务用户、创造价值。继2014年开通
白城门户网站——白城新闻网，2015年完善了
数字报阅读平台之后，于2016年7月1日，开
通了微信公众平台“指尖白城”。白城新闻网
每年访问量超过30万人次，单日最高访问量

达2.7万人次。指尖白城微信公众平台共推送
涵盖白城时事政治、百姓民生、惠民政策、便
民利民等信息7000多条，最高吸粉61029人
次，最高单条阅读量38169次。白城新闻网、
指尖白城微信公众平台已成为我市各部门进行
新闻发布或情况通报的官方首选平台。2019年
11月 8日，在新中国第 20个记者节到来之
时，白城日报社又添新成员——“抖音”短视
频平台，4个多月来推送短视频200多条，已
拥有1万多“粉丝”。最近，白城日报社又开通

了“今日头条号”，短时间内推送白城经济社
会发展、抗击疫情等方面的新闻稿800多篇，
其中3月18日推送的《吉林省出手了，全部取
缔！》一文推荐量达474万次，阅读量达77万
次。2017年，白城日报社被评为全省新闻出版
系统第二批数字转型示范单位；去年，白城新
闻网被评为2019中国融媒创新发展最具品牌
影响力网络媒体，“指尖白城”公众号被评为
2019中国融媒创新发展报刊微信公众号影响力
十佳。

（上接一版）全市五个县（市、区）全部成立
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形成了联合会组
织全覆盖，初步构建了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
级的良好局面，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建立
联席会议、定期座谈、联谊交友等各项规章制
度，形成由统战部门牵头负责，各有关部门合
力推进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格局，推
动新阶联工作日常化、规范化。

搭建平台，彰显“新作为”。支持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围绕全市“四项重点工作”深
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去年，共开展
调研6次，形成调研报告5篇。充分发挥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系广泛、资源丰富的特
点，引导广大统战成员在精准扶贫上主动作
为、献计出力。去年以来，以白城市电子商
务协会、洮南淘宝产业园为代表性的群体累
计帮扶贫困村 46 个，实施帮扶项目 23 项，
投入帮扶资金 65 万元，受益人口 2600 多

人。成立“同心志愿者服务队”，提供法律
服务、医疗救助等各项社会公益服务。截至
目前，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相继举办法律
服务进社区活动 22 次，发放法律宣传单
2300 余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市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纷纷行动，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累计捐赠药品、大衣、方便面、矿泉
水等慰问品价值 2.2 万元，为打好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作出了贡献。

洮南：稳步发力 坚守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战果”

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扎实有效

守土尽责担使命 淬炼“四力”展风采

2019年全市重点工作通报表扬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