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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汪伦）受蒙古气旋影响，3月15日起我市
经历一次雨雪、大风及降温天气过程，部分地方出现了能见
度小于5000米的沙尘天气。

据了解，这是今年以来我省中西部首次出现的沙尘天
气，也是近10年来我国遭遇强度最强的一次沙尘天气过程，
沙尘暴范围也是近10年最广。

专家预计，本周全市平均气温为0摄氏度左右，比历年同
期高1.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出现在16日至17日早晨，大
约为零下8摄氏度左右；全市降水量为0.5毫米，比历年同期
少1.3毫米，预计20日前后有小雨或小雨夹雪；大风期间将有
5至6级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至8级，火险气象等级较高。

专家建议，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各地要根据天气变化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降水易导致路面湿滑或结冰，应注意交
通安全，出行车辆需谨慎驾驶，预防交通事故；要加强设施
农业管理，预防雨雪降温和大风造成棚室受损或蔬菜冻害。
同时，雨雪过后气温大幅下降，市民需注意预防呼吸道和心
脑血管等疾病的发生。另外，本周风力较大，需做好防风、防
尘、防火工作。

近年来，市林业和草原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重大战略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并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突出发挥本
地生态资源优势，以建设吉林西部生态经济区为
目标，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水林草湿系
统治理，坚持以造林绿化为重点、以水为中心、以
草为突破口的西部生态发展战略，突出造林绿
化、草原建设和湿地修复，按照“精准、严管、提
质、创新”八字方针，科学谋划林草湿高质量发
展，全力助力全市“十四五”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期间，市林草局将多措并举，促进
各项工作不断向纵深开展。

在重点生态造林方面，将按照《东北地区西

部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要求，加大“三北”防护
林建设力度，重点推进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林
和水土保持林建设。实施吉林西部绿色生态屏
障建设工程，规划营造防风固沙林35万亩；完
成农田防护林网修复完善26.5万亩，其中缺失
林带恢复新建11.06万亩，退化林带修复改造
5.67万亩，成过熟林带采伐更新9.74万亩。

在城乡绿化美化方面，将以建设生态宜居
城镇为目标，以“增绿量、提功能、强管理、上品
位”为主线，以城镇绿化美化、美丽乡村建设为
重点，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构建
以城带乡、城乡联动的一体化绿化美化格局；规
划城市新增绿地50万平方米，县城新增绿地
200万平方米；力争每年绿化美化村屯200个。

在廊道绿化方面，将在铁路、公路、江河沿
岸开展绿化美化，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湿则

湿，打造生态景观，改善生态环境，使白城生态
形象改变充分体现在廊道两侧；在条件适宜的
地方打造生态景观带。

在草原恢复治理方面，将按照《东北地区西
部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和市委、市政府对生态
建设部署，通过政府扶持、市场引导、依法清理等
手段，实现草原恢复与治理目标；综合运用“退、
围、种、管”等手段，重点实施基本草原保护、退化
草原生态修复和盐碱草原治理工程建设，建草原
围栏364万亩，人工种草修复退化草原150万

亩，补播改良修复退化草原201.7万亩；每个县
（市、区）将培育改良两个万亩以上、草原植被覆
盖度达65%以上、集中连片的优质草场。

在湿地保护修复方面，将重点实施盐碱土
地整理、退耕还湿、芦苇湿地修复等工程建设，
通过引水、蓄水实施的河湖连通等大型水利工
程，努力扩大湿地有效保护面积，力争到2025
年自然湿地面积稳定在500万亩左右；加强野
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维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湿地
生态功能。 （下转四版）

在和煦的春风里，一年一度
的全国两会圆满落下帷幕。春天
是属于开拓者、奋斗者的季节。从
农机轰鸣的春播现场到钢花飞溅
的工厂车间，从塔吊林立的建设
工地到昼夜攻关的科研一线……
神州大地洋溢着“人勤春来早”的
奋斗激情，呈现出一派“春耕”的
新气象。

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
势。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
是我们党成立100周年。迈好“十
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第一步，至关
重要。新的年景、新的征程、新的目
标，正待我们鼓足干劲、争创一流，
把步子迈准迈稳、迈出新成效。应
当清醒，前进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
顺，还有不少已知或未知的风险挑
战。惟有激发不怕苦、能吃苦的牛
劲牛力，风雨无阻向前进，我们才
能在新起点上创造新的辉煌。

苦总是与“韧”相连。不怕苦、
能吃苦，才能锻造出坚韧的意志。
干事创业，没有安逸享乐的温室，
只有艰苦奋斗的战场。回望来时
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脱贫攻坚取得全
面胜利，无不是苦出来、干出来
的。观察身边的先进模范，每个人
都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典型。
实践反复证明， （下转四版）

3月14日，几个农民正在选购拖拉机。人勤春早，在洮南市一家农机专营店记者看到，三三两两的农民
在这里选机械、问价格，为春耕生产做准备。 本报记者李晓明摄

本报讯（于晓娜文/摄）阳春三月，又
是一年开学季。白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为确保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
通，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
文明参与交通的良好习惯，提早谋划，精
心部署，加强校园周边交通管理和校园内
外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春季开学后，由于教学计划调整，小
学放学时间与市民下班时间重合，校园周
边的交通管理工作压力大幅增加。交巡警
支队结合道路交通实际状况，主动出
击，谋求对策，全力维护校园周边交通
秩序。机关民警抽调出96人，设立21
处“护学岗”，保证各中小学上学放学期
间校门口、校门周边路段、交叉路口，
三点一线都有警力维持秩序。交巡警支
队通过实地踏查和交通流量分析，对长
庆街至瑞光街段的洮安路、海明路和明
仁街至金辉街段的文化路实行限时单向
通行的交通管理措施，缓解文化小学、
明仁小学、海明小学3所学校上学放学期
间的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同时，全面
排查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和安全隐患，
对涉及校园周边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减速

缓冲带等交通设施损坏、不齐或不科学
的，逐一整改完善，确保校园周边交通指
示标牌齐全、清晰，交通设施完好。

为保证校车安全，全市各地交巡警部
门在开学前夕组织民警进入校车企业进
行车辆安全检查，督促企业负责人员加强
对校车的日常检查和保养，排除安全隐
患。同时，为进一步增强校车驾驶员交通
安全意识，积极开展校车驾驶员安全教育
培训，以案说法，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学
习，对校车驾驶员敲响安全警钟。

开学伊始，交巡警支队就组织各地交
巡警大队和直属大队积极开展入校送教
活动。活动中，民警从“为什么要开展交通
安全宣传进校园、日常交通安全出行常
识、日常出行如何保护自己”等方面出
发，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让同学们
了解到作为一名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
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通过
播放PPT课件、发放传单、现场演示交
通手势动作等方式，为师生解读“知危险、
会避险”宣传内容，让学生进一步增强
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连日来，全
市各地交巡警已经走访送教各城乡中小

学、公立幼儿园28所，向广大师生和家
长发放《致广大家长和同学的一封信》
和《“小手拉大手”文明参与交通倡议

书》1.5万余份，在学校内部及周边张贴
交通安全宣传海报200余份。宣传教育
工作还在持续开展中。

本报讯(记者张赫）为贯彻落实全省
营商环境建设大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
求，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亲情化营商环境，日前，白城市生
态环境局党组推出生态环境系统优化营
商环境若干举措，为全市全方面高质量
发展提供可靠的生态环境保障。

市生态环境局印发了《发生生态环
境领域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的
通知》。该通知中的“四张清单”包括，生态
环境领域不予处罚事项清单、生态环境领
域从轻处罚事项清单、生态环境领域减轻
处罚事项清单和生态环境领域免于行政
强制事项清单，进一步规范了生态环境领
域执法行为。推行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告知
承诺制，对位于已开展区域规划环评的专
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或符合特定情形且
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试行
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加快推进全市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定期开展服务企
业接待日活动，建立服务企业接待日工作

制度，制定重点项目环评服务清单，积极
主动推进解决重点项目环保问题。

市生态环境局将全市重点企业列入
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清单内企
业实行分类监管、差异化监管，实施期限
内免除现场执法检查或减少现场检查频
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组织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和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抽查
复核工作，加强备案管理和考核监督。严
格依照法律法规开展执法检查，实行执
法全过程记录和执法公示制度，确保阳
光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做好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调查
工作，积极开展环保“六进”活动，宣传环
保法律法规，解答群众疑惑，凝聚社会共
识，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关心环保、爱护环
境、参与共建的良好氛围。完善改善环境
质量的长效机制，坚决打赢“碧水、蓝天、
净土”保卫战，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积极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建立污染
治理长效机制，持续改善环境质量，营造
高质量营商环境。

厚植生态底色 共享绿色福祉
——市林草局多举措助力全市“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本报记者 李政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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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开学第一课 站好每天护学岗
白城交巡警加强校园周边交通管理工作和校园交通安全宣传

时 评
市生态环境局

打好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本周我市冷空气
活动频繁风力较大

本报讯（记者姜宁）日前，市文明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展了以“呵护绿
水青山，守护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

活动中，他们在白城欧亚商场设立宣
传台，悬挂宣传条幅，并为过往市民提供
环保知识手册和宣传单，积极引导市民了

解环保常识、环保政策以及垃圾分类、关
爱自然的重要性，倡导低碳节能、文明出
行，培育生态文明理念。同时，组织环保志
愿者到车站、商场、社区等地开展清理卫
生死角，整治“脏乱差”志愿服务活动，共
清理卫生死角326处，清理白色垃圾59
袋、野广告650余张。

我市开展“呵护绿水青山，守护美丽家园”宣传活动

图为开学伊始，交巡警支队民警开展入校送教活动。

广大市民：
为满足广大市民接种新冠疫苗的需

求，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决
定，从即日起，面向全市开始新冠疫苗预
约接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预约条件
18-59周岁白城市居民。孕妇、哺乳

期妇女、严重慢性病、过敏体质者、发热或
急性疾病期患者不适合接种，不予预约。

二、预约接种方式
居民可自愿选择下列任何一家预

约接种单位预约接种时间，预约居民接
种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按照预约时间
到预约预防接种门诊进行接种。

三、预约接种地点及预约电话

1.东风乡卫生院
预约电话：0436-3290089
2.明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预约电话：0436-3550020
3.海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预约电话：0436-6980190
4.幸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预约电话：0436-5036738
5.长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预约电话：0436-3211061
6.新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预约电话：0436-3209909

白城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3月15日

关于开展新冠疫苗预约接种工作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