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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鼓舞人
心、提振士气，特别是对新时代吉林振兴提出明确要求，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确立了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注
入了强大动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必须贯彻新发
展理念，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抓住市政府组
建专家智库的契机，建好用好智库平台，为白城振兴发展
赋能添力。

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研判、深入调查、科
学决策”的要求，深化了对组建市政府专家智库必要性的
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必须深入研判、深入调查、科学决策。智库作为“思
想库”“智囊团”的集成平台，凭借其决策辅政的专业优
势，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迎
来了智库快速发展期，特别是在发达地区得以广泛应用。
从白城来讲，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
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迫切需要加强政府智库建设。一

是加快白城振兴发展的迫切需要。从争取项目看，在今年
的特殊形势下，中央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战略基点，出台
了大规模宏观性政策。要把这些政策转化为发展机遇，变
成实打实的项目，必须研究吃透国家政策，弄清楚上级政
策与本地资源的对接点位，特别是现在政策的信息量、含
金量非常大，其中融汇了很多新理念、新提法，需要智库专
家予以精准解读，以便于精准对接，积极主动向上争取。从
招商引资讲， （下转四版）

建好用好智库平台 为白城振兴发展赋能添力
●市政府秘书长 高航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8月24日，市委书记庞庆波主持
召开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会上，部
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此次视察吉林时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和改善民生、贯彻落实好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等内容的重要论述，结合白城发
展和各自工作实际作交流发言。现将交流发言摘
要发表，供全市干部群众学习参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本报讯（记者张赫）10月15日，市长李明伟实地检
查市区供热准备、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

即将进入供暖期，百姓能不能按时用暖，李明伟时刻
牵挂在心。在中兴热力公司、京科热力有限公司，每到一
处，李明伟都详细了解供热设备设施检修、燃料储备、安
全责任和应急管理机制预案等情况。他强调，供暖关系到
千家万户，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各相关部门和供热企
业要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层层压实责任，做
好系统维护和设备检修工作，提前研究落实各项供热保
障措施，完善应急预案，抓好安全生产。要进一步规范操
作流程和管理，全面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全力保证供热设
备和设施正常运行，实现保温度、保质量、保安全，让市民
温暖过冬。

李明伟还来到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详细听取了企业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介绍。李明伟叮嘱企业负责人
要把安全生产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要务，不麻痹、不松
懈，勤检查、重细节，严守操作规程，严防安全风险。要加
大基础设施投入，提升服务品质，让全市人民用上安全、
清洁的新能源。

在龙丹乳业科技有限公司，李明伟深入生产车间，详
细了解企业规模、生产销售以及采取的食品安全保障措
施等情况。他强调，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务
必给予高度重视。要从生产、加工、销售的每一个环节抓
起，把好质量关，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的乳制品。要创
新经营模式，拓宽销售渠道，提高品牌效益，促进企业做
大做强。

市政府秘书长高航，白城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和市
住建局、市应急管理局等主要负责同志陪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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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伟实地检查供热准备
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

广大农民朋友们：
2020年，我市气象条件极其特殊。

年初至今全市平均降水量为653.1毫
米，比历年同期370.4毫米多282.7毫
米，比去年同期356.7毫米多296.4毫
米，是有气象记录以来降水量最多的
一年；连续遭受三次台风袭击，部分玉
米地块发生倒伏；秋季气温较高。特别
是今年收获季节降水比较频繁，导致
玉米水份比往年偏高，农户场院湿度
较大。目前秋粮收购还没有正式开始，
大量的玉米在农民自家院内露天存
放，如果保管不当，极易发生霉变。为
此，我们提醒广大农民朋友：

要科学储粮。玉米存放要按照“离
地、通风”的原则，采取码窄趟子、搭
玉米楼子、上栈子、拴吊子等方式存
放，有条件的农户要积极使用科学储

粮仓，避免“地趴”式大面积堆放。
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下雨（雪）前
用草帘子或苫布等苫盖，雪后及时清
理。要注意观察粮情变化，做到勤倒
垛，去掉玉米苞叶，防止温度内积，
底部出现霉变。

要及时售粮。要随时了解市场动
态和价格行情，及时售粮。特别要利用
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不限水
份收购玉米潮粮的契机，及早出售高
水份玉米，降低储存压力。

农民朋友们，今年的粮食来之不
易，大家要立即行动起来，转变陈旧储
粮观念，实行科学储粮、择机售粮，确
保不坏粮，增加收入。

白城市发改委
白城市农业农村局
2020年10月13日

就安全储粮问题致全市农民朋友的一封信

本报讯（记者李政孚）为全面推进医疗保
障市级统筹，安排部署2021年城乡居民参保
缴费工作，10月15日，全市推进医疗保障市
级统筹暨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工作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洪军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上，市医疗保障局主要负责同志宣读

了《白城市全面推进医疗保障市级统筹实施
方案》，国家税务总局白城市税务局负责同志
宣读了《关于落实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

就推进医疗保障市级统筹和城乡居民参
保缴费工作，张洪军强调，一要提高站位，全
面推进医疗保障市级统筹。要强化政府主体责

任和统筹能力，强化统筹基金统收统支制度建
设和运行管理，强化部门的具体责任和联动配
合，按照职责分工完成好工作任务，同时要加
大宣传力度，为推进市级统筹营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二要凝神聚力，圆满完成城乡居民参保
缴费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严格工作时限，明确责任分工，强化宣传发动，
营造广大群众想参保缴费、愿参保缴费、积极
参保缴费的良好氛围。三要加强监管，确保医
保基金安全平稳运行。要建立健全医保基金安
全防控机制，加强监管队伍自身建设，加强定
点零售药店监管，建立医保领域黑名单制度和
案件信息披露制度，强化长效监管责任追究，
凝聚共识，通力合作，确保我市医保市级统筹
和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本报讯（记者姜宁）近日，记者在市农业
农村局了解到，2020年是国家东北黑土地保
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2025年）的开官
之年，我市保护性耕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目
前，全市拥有大型牵引式免耕播种机5274
台，可以满足保护性耕作作业需要。免耕播种

机已安装远程电子监测设备1180台，以保障
作业核验效率和信息数据准确。

据了解，各地选用我市主推的玉米、水稻
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宽窄
行免耕播种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即在同一
垄沟两侧的垄邦上进行播种，然后空一个垄

沟，再在下一个垄沟两侧的垄邦播种，形成窄
行40厘米，宽行80厘米的种植模式；二是均
匀行原垄免耕播种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即
免耕播种机每年在原来的均匀行垄上进行播
种；三是水稻免翻耙稻秆还田保护性耕作技
术模式，此模式使用水田埋茬搅浆机进行作
业，免去翻地耙地，稻秆可以还田。多年实践
证明，保护性耕作与传统耕作相比具有明显
的优势。另外，保护性耕作还具备蓄水保墒、
增肥地力、节本增收、防风固沙、秸秆还田和
省工省时等优势，发展保护性耕作是生态脆
弱区改善生态、发展农业的必由之路。

全市推进医疗保障市级统筹
暨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工作会议召开

我市有序推进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

本报讯 近年来，白城市芦苇局
坚持解放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和修复芦
苇湿地。全市芦苇湿地生态补水累计
约2100万立方米，生态防护围封建
设30万亩，全面提高了芦苇湿地保
护管理水平。以保护湿地生态环境为
前提，利用野生芡实人工种植等方
式，在“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13万
亩，有效促进了芦苇湿地生态的修复
和可持续发展，达到了维持湿地生态
系统完整性和连续性的目的。

我市芦苇湿地属于河流滩地沼
泽湿地，全市芦苇湿地面积为251.48
万亩，按江河流域划分，主要分布在
嫩江、霍林河、洮儿河、文牛格尺河、
蛟流河、二龙涛河等流域。国有芦苇
资源控制面积149.65万亩，其中通
榆县80.25万亩、镇赉县51.1万亩、
大安市6万亩、洮南市12.3万亩。芦
苇素有“第二森林”之称，具有抗旱防
汛、消碱除盐、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
失、改良土壤、调节气候等特殊功效，
对我市生态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同时，芦苇湿地还是野生动物栖
息繁殖的乐园，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市芦苇局积极协调开展国家湿
地公园建设，将湿地公园各项工作纳
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轨道。目前，大
安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已是中国湿
地保护协会理事单位、吉林省湿地保
护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世界自然基金
会鸟类保护合作单位、中科院东北地
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和吉林省林业和
草原局湿地恢复与合理利用研究示范
基地、国家AAA级旅游风景区、国家
水利风景区、全国20个重点建设国家
湿地公园之一，全国林业科普基地，成
为白城市乃至吉林省湿地保护与合理
利用的先行、示范与引领者。此外，在

吉林省湿地保护协会、世界自然基金
会、吉林省教育关工委牵头倡导下，大
安市大岗子镇中学和新平安镇中学挂
牌成立了“吉林大安牛心套保国家湿
地公园大岗子湿地自然学校”和“吉林
大安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新平安湿
地自然学校”，让湿地保护责任和义务
引向社会，走进校园，提高全民保护湿
地、保护生态环境意识。

我市还扎实开展宣传教育，利用
世界湿地日宣传的有利契机，制定宣
传工作方案，组织各地芦苇部门结合
工作实际，悬挂湿地保护宣传标语，
并向来往群众讲解湿地知识、湿地保
护法律法规等，使群众认识到湿地保
护的重要性，提振全民创建生态文明
的信心。

茫茫苇海 鹤舞鸟鸣

我市芦苇湿地建设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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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可欣）10月15日，市委书记庞
庆波深入大安市月亮泡镇先进村进行实地调研。

“现在玉米收割了多少？收购价格是多少？”在大
安市月亮泡镇先进村，庞庆波走进田间，实地查看玉
米秋收情况。他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收割，推
广保护性耕作等农业技术，加大禁烧秸秆宣传力度，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切实提高农民收获效率。

在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庞庆波认真听取了先
进村汇报后，详细询问了村里产业结构、庭院经济、
集体收入等情况。他指出，经过5年来的不懈努力，
先进村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我们
不能停止发展的脚步，要探索经济效益好的庭院经
济品种，扩大规模，推动产业向规模化、特色化、品牌
化迈进，为脱贫不返贫提供有力支撑。

庞庆波指出，脱贫攻坚要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与优势产业紧密衔接，转变发展理念，改善村屯环
境，向特色要发展，用品牌谋发展。月亮泡作为白城
市极具代表性的旅游景点，先进村要充分利用独特
的资源，谋划发展特色旅游产业，结合采摘活动、水
田风光，开发农家乐、栈道旅游等旅游产品，同时要
实行土地流转，扩规模、创品牌、成产业，带动群众继
续致富。要切实加强村党支部建设，通过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文明评比等活动，增强村党支部
的凝聚力、威信力。要充分利用冬闲时间，开展组织
培训，“走出去”学习先进经验。驻村工作队作为村党
支部班子建设中的最好补充，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深入群众家中，解决百姓困难，真正在工作中锻炼自
身能力、提升自身素质。

大安市党政主要领导，市委办、扶贫办等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庞庆波深入大安市月亮泡镇先进村实地调研。 本报记者段卫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