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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工作的实施意见》（吉退役军人发〔2019〕30
号）规定，现就遴选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
培训承训机构工作通告如下：

一、承担退役士兵中等职业教育的培训机
构需具备国家级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资质或具
备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技工院校。有
意愿承担退役士兵中等职业教育培训任务的院
校或机构需向白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申
请，并填写《吉林省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
培训承训申请表》。

二、有意愿承担退役士兵短期技能培训任
务的机构向所在地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提出申请，并填写《吉林省退役士兵职业教
育和技能培训承训申请表》。

三、遴选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承
训机构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20日。

联系电话：白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0436-5890816

大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0436-5224007
洮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0436-6627011
镇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0436-6075007
通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0436-4252277
洮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0436-3365311

白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0年7月2日

喝火令·英雄峻烈
——写给疫情全面解封的武汉

四海齐盛水，双江遍荡舟。万家灯火又
拔筹。千载傲然独立，崔李竞相游。

大疫寻常抗，同胞愤慨搜。况兼天使聚
黄楼。苦难兴邦，苦难涌经谋，苦难鼎新革
故，景色更骄遒！

2020年4月9日17时于陋梦斋

永奇抗疫词联

让绿色成为城市发展的底色
——长春以“绿色共享”理念促进城市生态发展

●新华社记者 褚晓亮 张建 姚湜

近年来，长春市将生态建设作为重要的民生
工程来抓，以“还绿于民”“绿色共享”的理
念，通过透绿、增绿、补绿等一系列行动，打造

“森林城”升级版，让绿色成为城市发展最耀眼
的底色。

透绿：拆掉万米墙，盘活“绿资
源”

人民大街是贯通长春市城区南北的主干道，
也是城市的中轴线。吉林省内很多重要单位坐落
于此，以往都围挡在各种院墙中，院子里的花草
树木外人看不到，走在路边满眼尽是院外停车位
上密密麻麻的汽车。

2019年，长春市决定在人民大街两侧开展
“拆围透绿”行动，将各单位原有围墙拆除，让单
位内外环境融为一体。

中国吉林森工集团拆掉了围墙和大门，园林
绿化部门在院内原有绿化基础上增加了草坪面
积，种植了鲜花和乔木，摆放了休闲长椅。“沿街
绿地由园林部门统一维护，每年还能为我们节省
五六万元经费。”集团后勤管理员刘健说。

去年以来，长春市很多主要街路沿线的单位
陆续拆掉围墙，取消了门外路边的停车位，养在

“深闺”中的绿色“透”了出来，一批“口袋公
园”冒了出来。截至目前，长春市拆围透绿已达
12125延米。

原本被围墙围住的吉林省宾馆，如今被宽度
约8米的绿化带包围。吉林省宾馆副总经理刘海
波说：“拆围透绿不仅拆掉了有形的墙，更拆掉了

机关单位和老百姓之间无形的墙。”

增绿：工厂变公园，弃地变湿地
茂密的森林植被、架设在森林中的栈道、古

朴安静的老式厂房——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坐落于
长春市主城区，是以“水文化”为主题的生态园
区。其前身为长春市第一净水厂，始建于1932
年，2015年迁址新建。

当时，很多知名开发商盯上了这片32公顷的
市中心生态绿地。长春市最终决定按照修旧如旧
的原则，把这里建成生态公园，免费开放。

工业遗址变成了城市绿地，“臭水沟”改造
后成了城市地标。占地面积310公顷的南溪湿地
公园曾是一片覆盖着废土、垃圾的“臭水区”。
改造水体、栽种植被、搭建景观，如今，南溪
湿地公园已成为长春南部新城的生态核心区，9
万多株乔木落地生根，30余种水生植物净化着
水体。

2012年长春市只有30多个公园，现在已经
有148个。“我家周边的房子都涨价了，我们有空
就过来赏景散步。”家住南溪湿地公园旁边的市民
杨爽说。

新城区大面积增绿，老旧小区则拆除违章建
筑，建造街景绿地，围绕侵占公共绿地等行为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大批绿地得以回归。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长春市新增公园绿地
面积480.43公顷，新增各类绿地近2000公顷。
截至 2019 年，长春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1%。

享绿：推窗可见绿，出门即见景
“妈妈快看，又有松鼠！”在长春市南部的百

木园，3岁的王宇慢悠悠地滑行着平衡车。他每
周都跟父母来百木园搭帐篷、野餐。

“大马路，四排树，圆广场，小别墅”，多年
前，长春曾以“森林城”闻名。近年来，长春市
启动绿色宜居森林城规划，城市建设保障生态优
先，绿色共享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理念。

长春东南角，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净月潭国
家森林公园被誉为“长春绿肺”，但大量机动车在
林间道路穿梭，噪音尾气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空
间。

为此，长春决定禁止机动车进入净月潭国家
风景名胜区，并在林间建人行步道，为人与动物
和谐相处创造最优环境。

随着绿地增多和市民生态保护意识的提升，
人们开始看见松鼠等小动物在公园树林里穿梭觅
食。有些松鼠不怕人，会在游客身边吃东西，“共
享”森林。

养绿护绿更加深入人心。在长春市南关区西
双河小区，很多老党员主动认领了绿地看护任
务。“绿地不仅要建起来，还要管理好才能享受
好。”长春市南关区委书记谢志敏说。

长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世忠
说，未来长春市将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变

“公园坐落在城市中”为“城市坐落在公园里”，
让老百姓实现“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尽享绿色
与美好。 （新华社长春7月6日电）

关于遴选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承训机构的通告

7月7日，在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外，工作人员查验考生准考证和身份
证等证件信息。

当日，2020年高考拉开帷幕。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四川将发展稻鱼综合种养500万亩以上
新华社成都7月6日电（记者高健钧）记者6日

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进一步推动水产高质
量发展，四川计划用3年到5年时间发展稻鱼综合种
养500万亩以上，并在今年培育7个现代水产园区。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介绍，为实现该目标，四
川将整合农业发展项目资金，大幅度向“鱼米之乡”建
设集中，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安排专项资金、整合
项目投入、吸纳社会资本等方式支持“鱼米之乡”建设。

四川是西部水产大省，稻田养鱼历史悠久。2019年，
四川淡水养殖面积19.31万公顷，居全国第十位，淡水养
殖产量150万余吨，居全国第七位；全社会渔业经济总产
值逾500亿元，稻鱼综合种养产量40.10万吨。

据了解，为解决水产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
质量不高等问题，四川把建设“鱼米之乡”和建设现
代水产园区作为推动水产高质量发展的两个抓手。

同时，四川将通过政策扶持，引导水产龙头企
业、合作社、家庭鱼场等水产新型经营主体入驻现代
水产园区，逐步构建起以水产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的
现代水产经营体系，推动水产适度规模经营。

据悉，四川还将以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四大
行动”为抓手，因地制宜推广健康养殖模式，实现

“质量兴渔”。

7月7日，晨曦中的杭州西湖景区荷花盛开。
当日清晨，在经历了连日阴雨后，杭州西湖景区迎来“雨过天青”的夏日美景。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7月6日，果农在河北省永清县后奕镇“艳芬农场”给葡萄套袋。
近年来，河北省永清县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当地农业从业人员成立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果蔬种植等规模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李晓果摄

近3800人通过首批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田晓航）记
者日前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医药法》颁布实施三年来，已有近
3800人通过了第一批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
医师资格考核。

在日前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实施三周年专家座谈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介绍中医药法实施的整体
情况时说，目前已有20个省份完成了第一批中
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的考核工作。

针对民间很多从事多年中医医术实践活
动、有一技之长的人员无法通过统一考试取得
医师资格的情况，作为中医药法配套制度文件
之一，2017年12月20日起施行的《中医医术
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
法》改“考试”为“考核”，采取专家现场集
体评议的方式对实践技能和效果进行考核，中
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考核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医

医师资格。
中医药法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三年

来，中医药法治体系加速构建，《中医医术确
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
《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制度文
件陆续出台。

据悉，截至2020年6月，全国备案中医
诊所17000余所，20多个省份的药品监管部
门制定发布了本省传统中药制剂备案管理的实
施细则，医疗机构利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
完成备案4000余个。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孙达在座谈会上
说，中医药法作为我国第一部中医药领域的基
础性、纲领性、综合性法律，是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补充完善，是中医药行
业依法治理的根本遵循，实现了“国宝”有

“国法”的保障，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新华社合肥7月7日电（记者张紫赟）6日，
在合肥亿珀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内，总经理朱林峰
望着货款支付记录，长舒了一口气。今年以来，
亿珀电子的温度传感器订单量快速增加，导致需
垫付的材料款大幅攀升，现金流十分紧张。“多亏
从‘青创资金’顺利贷款30万元，才及时支付了
货款。”

“青创资金”全称为青年创业引导资金，由安
徽省与合肥市的人社、财政等部门联合合肥高新
区管委会发起设立，面向在安徽创业的45周岁以
下青年，主打“创意贷”和“助跑贷”两款产
品，“创意贷”提供30万元至 100万元信用贷

款，“助跑贷”提供100万元至300万元的抵押贷
款，适应企业的不同贷款需求。

5年来，“青创资金”共支持918家次企业，
其中90%为信用贷款。“5个工作日就审批通过了
80万元信用贷款，不需要抵押，让贷款变得容
易”，合肥胜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薛冰说。

作为“青创资金”运营机构、合肥市高新区
高创公司投资服务部经理季超介绍说，该项目通
过去中间环节、补贴利息、补偿银行成本等方
式，确保贷款综合成本不高于3.5%，方便企业

“便宜贷”。
缓解企业融资难，提高银行积极性是关键。

为打破银企合作“信任壁垒”，“青创资金”与银
行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按8:2共担风险。

杭州银行合肥科技支行是合作银行之一，行
长程健说：“长期以来，由于向小微企业放贷风险
较高，许多银行不愿也不敢贷款，因此被戏称为

‘晴天送伞，雨天收伞’。通过风险共担，不仅降
低银行投资风险，还培养一批高成长性的企业忠
实客户，让银行‘愿意贷’‘不怕贷’。”

数据显示，5年来，“青创资金”通过省市区
财政投入的6570万元 “风险资金池”，撬动合作
银行投放信贷资金918笔，共计6.29亿元，项目
资金总体放大倍数达到9.57倍。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推进，青年创业
者们的服务诉求已从基础性的“场地+资金+孵化
培育”进一步升级。面向这种变化，“青创资金”
日前启动“青创+”计划，包括青创+技术、青
创+资金、青创+人才、青创+服务四个维度，通
过联合技术创新平台、股权服务机构、科技服务
机构等，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以创业带动就
业，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安徽“青创资金”让青年创业“容易贷”“便宜贷”

（上接一版）廉洁自律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减少领
导自由裁量权力，切实降低廉政风险；三是强化
以案促改，针对住建系统管理事项多、诱惑风险
高的特点，深入剖析以往发生的典型案例，分析
原因，抓住关键点，从完善程序、明确责任、制
衡权力、强化公开等方面，落实落细措施，坚决
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等现象，全面堵塞
廉政腐败漏洞。

记者：为确保“制度建设年”活动有成果、

出成绩，市住建局是如何保证活动效果的？
杨国辉：注重成果转化，持续完善。一是

认真学，针对当前修订完善的40项制度，迅即
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真正让干部职工走脑
入心，知晓制度、执行制度、监督制度，严格
按照制度用权、制度管人、制度办事；二是抓
落实，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一旦建
立，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维护制度的权威
性，注重成果转化，让制度发力，让制度运行

体现在实践上，落实在工作中。根据最新制定
的制度成果，已圆满解决了多个实际问题；三
是持续完善提升，制度建设永远在路上，结合
住建发展实际，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填补漏洞，持续完善制度，进一步提升制
度建设的质量，确保各项制度更加有力有效、
合规合法、好用管用，为实现法制、廉洁、安
全住建提供制度保障，将权力固化在流程中，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严标准 实举措 引领住建行业发展新常态

新华社太原7月7日电（记者王劲玉）记者近
日从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获悉，为进一步
提高办税缴费服务场所办税服务质效，山西省税

务局对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进行升级。
从7月起，山西省11大类155个办税事项“最多
跑一次”。

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是指纳税人办理清
单范围内办税事项，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
条件的，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据悉，山西各地税务机关将主动为纳税人提供
导税咨询、资料预审、一次性告知等服务，积极引导
和辅导纳税人优先通过“非接触式”自助办税渠道
办理相关业务。确需到人工窗口办理的，将引导纳
税人通过人工窗口快速办结业务，确保“最多跑一
次”，最大限度提升办税服务效能。

山西：155个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