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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季伟达 陈宝林）2020年，面对严峻的
疫情形势，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专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吉林省教育厅关于疫
情防控工作及“稳就业”的决策部署，坚定信心、迎
难而上，以生为本、全员参与，全情投入、全力以
赴，切实推进2020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取得实效，
成绩突出，受到吉林省教育厅书面表扬，并在2021
年3月3日召开的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
上进行典型发言。

2020年，学校共有13个专业2334名毕业生，
截至2020年8月31日，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91.52%，截至2020年12月底，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达到98.41%1001，有医学美容技术、眼视光技术、
药学等6个专业就业率达到100%。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学校党委高度重视，严
格落实“一把手”工程，多次召开党委会、校长办公
会专题研究部署就业工作，学校党委站在就业事
关国计民生的角度，对毕业生就业工作作出总体
规划，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形成了学校党政“一把
手”负总责，分管校领导和就业管理部门统筹安
排，教学、学团、实习等部门协同配合，各二级学院
具体落实的就业工作联动机制，有效提高了就业
服务工作效率。

学校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了就业数据动态
监控平台。师生均可通过手机微信或校园内大屏

幕实时了解各学院、各专业的就业数据，就业管理
部门通过数据对比，更有针对性的改进就业工作
措施，也为领导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建立就业包保体系，全员参与毕业生就业。建
立了由校领导、二级学院党政负责人、二级学院副
职和专业负责人、辅导员、具体包保责任人构成的
五级就业包保责任体系，包保责任人由校领导、中
层干部和一线教师共291人组成，对2334名毕业
生进行全口径包保，一人一策开展就业帮扶，帮助
毕业生寻求更加优质的就业岗位。所有参与人员，
按层级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同时将就业包保纳入
年度绩效工资考核指标，有效提升了教职工参与
就业工作的热情，形成了全员参与毕业生就业的
工作格局，有力促进了毕业生早就业、就好业。

拓展省内就业市场，促进毕业生留省就业。按
照教育部“百日冲刺”活动和省教育厅关于毕业生
留省就业的相关要求，学校结合专业特点和自身
实际，在2020年5月至8月期间，组织开展了“双
百行动”，即“百人走百企”和“百日冲刺”活动。“百
人走百企”活动由校领导、各学院及相关处室的中
层干部、专业教师分别组队，重点走访吉林省内与
学校专业相关的企事业单位，洽谈对接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尤其是毕业生就业等相关事宜，活动期
间共有377人次走访了152家企事业单位。“百日
冲刺”活动是按照教育部要求，以学校“五级包保”
就业体系为基础，以留省就业为主线，开展的一系
列就业服务活动。“双百行动”对毕业生就业，尤其
是留省就业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活动开展期

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从30%提升至90%，截至
2020年8月31日，学校毕业生省内就业比例达到
73.62%，较2019年增加5.4个百分点，其中省外生
源在吉林省就业比例达到19.04%，较2019年增加
6.7个百分点。

发挥集团化办学优势，以实习带动就业。学校
牢牢把握职业教育发展趋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2018年牵头成立了吉林省医学技术职业教

育集团，不断开拓优质的实习基地，同时着力打造
实习+就业基地，以实习带动就业，截至2020年
底，职教集团成员单位达到107家，实习基地达到
198家，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实习和就业岗位。近
3年，在职教集团成员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数量超过
2700人，占总毕业生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把握专升本扩招机遇，提高毕业生升学比例。
受疫情影响，2020年国家出台了专升本扩招政策，
学校在第一时间，广泛动员毕业生报名参加专升
本考试，为毕业生提供相关咨询、指导和培训服
务，最大程度提高毕业生升学比例。最终共有610
名毕业生被本科院校录取，占毕业生总数的
26.14%，较2019年提高近14个百分点，专升本考
试通过率达到51.7%，较2019年大幅提升。

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数量超过900万，就
业形势更加严峻。在下一步工作中，学校将总结经
验，进一步加大就业服务工作力度，在完善就业包保
责任体系、提高毕业生留省就业和升学比例上，多做
探索，多下功夫，确保2021届毕业生平稳就业。

动物尸体不属于生活垃圾，不能被
丢弃在垃圾桶里，但也不适合直接填埋
于小区、公园等地。因为宠物或携带病
菌、病毒和寄生虫,只有通过火化和深
埋才能将其彻底杀灭。

灯管是有害垃圾还是其他垃圾，取
决于其是否含有对环境有害的元素。日

常生活中常见的灯管有节能灯管、荧光
灯管和钨丝灯管。其中，节能灯管、荧光
灯管属于有害垃圾，钨丝灯管则属于其
他垃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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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尸体非垃圾，也不可直接填埋

王爱东，男，汉族，1958年10月生，中共党员，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委政法委退休干部。

王爱东虽已离开军营，却用11年挽救了123条性
命，以实际行动继续诠释着英雄本色；虽身患心脏
病，却侠肝义胆，见义勇为已成为他的习惯。王爱东
牵头组建黄河志愿救援队，带领团队日夜巡逻，搜救
落水群众。

每当遇到险情的时候，王爱东首先想到的是救
人，曾先后4次因救人而住院治疗。2013年3月6日
夜，接到有人落水的求助电话，王爱东与3名救援队
队友迅速赶到事发地，拼尽全力救起落水者，由于救

人后心脏不适，王爱东住院救治达43天。2017年1月
26日，1名孕妇在古黄河桥不慎落水。王爱东没有丝
毫迟疑便跳入寒冷彻骨的水中，当他用尽力气将妇女
推到船边时，自己却昏迷过去。

他危急时刻奋不顾身。2014年春节期间，得知宿
迁城区上千只轮胎被歹徒用三角刀戳坏，王爱东不顾
自身发烧和雨雪严寒，与同伴连续两个昼夜巡逻，在
大年初五凌晨，发现了歹徒又在作案。面对持刀歹徒，
王爱东毫不畏惧，和歹徒扭打在地，自己身上多处受
伤。2019年3月9日，一名年轻女子因家庭矛盾喝下农
药欲跳桥轻生。紧要关头，王爱东飞身跨过1.5米高的

桥栏杆，将女子救起并送往医院抢救。
王爱东多年见义勇为的事迹传开后，社会各类爱

心人士主动申请加入他组建的黄河志愿救援队，目前
团队已建成党员先锋突击队、女子救援分队、技术救
援分队等多支分队。他和他的团队参与紧急救助345
起，成功救起123条鲜活的生命，还协助警方破案46
起，抓获违法人员37名。同时，他把见义勇为行为拓
展为“救防并重”“专群结合”“立体防范”系列活
动，组织开展安全宣传进学校、进社区等讲座760余
场，受众10万人次。

王爱东荣获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苏省见义勇
为先进分子称号。 （据中国文明网）

古黄河畔的生命守护者

道德模范

本报讯（记者薄秀芳）春风为伴，翠柏长青。
清明之际，白城市红十字会组织社会志愿团体，到
位于洮北区革命公墓内的白城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纪
念碑前开展祭扫活动。

当天，来自白城市红十字会、白城蓝天救援、
白城赈济救援、白城市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公
益团体和企业的志愿者及社会爱心人士，怀着无限
敬仰的心情在白城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前祭扫。

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共同向遗体器官捐献者默
哀一分钟后，敬献了鲜花，缅怀所有器官捐献者、
遗体捐献者。捐献者们虽已辞世，却将生命的一部
分化作珍贵的礼物奉献他人，鲜活地生存在新的生
命中。

志愿者代表吴为表示，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者是
无言的英雄，他们诠释着大爱与奉献，为陷于生命冬
季的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也为医学科学发展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他们的精神永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据悉，他本人在数年前就填写了“人体器官捐献自愿
登记表”，他说要用行动践行榜样的精神。

白城市红十字会负责人朱秋大表示，我们真诚
的向捐献者致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唤起更多
人对遗体器官捐献事业的关注，让社会上更多爱心
人士加入到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的队伍中来，造福
人类社会，为那些渴望重生的人带去希望，共同推
进这项爱心事业的发展。

当天，志愿者们以向市民发放相关宣传手册的

方式，开展宣传活动。
据了解，白城市红十字会自2013年依据相关规

定开展了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已有2270人报名
填写了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表达身后自愿捐献遗
体或器官的意愿。目前，我市实现成功捐献已有13
例，其中遗体捐献者4例、器官捐献者9例，捐献器
官27个，眼角膜16片。

大爱无言，尽生暖意。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名
录碑上的名字凝重而有温度。白城这片有爱的土地
上，总有人和事令我们感动，生命永续，大爱无
私，奉献精神，薪火相传。器官捐献者和遗体捐献
者，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注定将被永远铭记与
歌颂。

吉视传媒镇赉分公司，位于镇赉
县镇赉镇嫩江东路东段北。多年来，
始终坚持7×24小时服务制度、秉承

“不仅让用户满意、还要让用户感
动”的服务宗旨，致力于服务镇赉县
城乡居民。

为全面提高业务素质和综合能
力，增强员工自信心和凝聚力，营造
学习型、服务型企业的良好氛围，更
好地服务于广大群众，吉视传媒镇赉
分公司积极开展行业技能业务培训。

通过开展活动，员工在业务学习
上由被动变主动，业务理论和操作技
能得到明显提升，对用户家中的机顶
盒、路由器、小度音箱、蜻蜓眼等设
备在运行使用期间，能够及时发现故
障、处理故障的能力，为更好的服务
群众提供了强力的技术支撑。

除此之外，吉视传媒镇赉分公司

更是一个具备爱心的企业。员工许某
的儿子小时候患上了脑积水症。多年
的医治和长期服药，让许某花光了家
中所有积蓄，而后续的医疗费用更是
让这个普通的职工家庭陷入了困境。

当公司党支部获悉这一情况后，
立即向公司全体员工发出倡议，希望
全体员工伸出援助之手，献出爱心。
一时间，公司各部门、城乡服务站干
部员工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
助，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遭遇不幸的同
事家庭表达爱心和关怀，再次彰显
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大爱
无疆、真情永在”的伟大善举。

吉视传媒镇赉分公司就是这样兼
具服务和爱心的公司，始终坚持为客
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
售后服务，确保全县人民看好电视、
用好电视和光宽带网络。

6个专业就业率100%，去年底就业率达98.41%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就业工作取得实效

提升工作质量效率

致力服务千家万户
——记吉视传媒镇赉分公司

●本报记者 冯可欣

本报讯（杨光）适逢全国第30
个税收宣传月，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
经济开发区税务局突出“优化执法服
务，办好惠民实事”主题，创新推出
便民办税缴费举措，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着力提升纳税人缴费人满意度
和获得感。

近年来，这个局始终贯彻落实税
务改革制度、优化营商环境等战略部
署，在数据赋能、系统优化、流程改
造等方面主动加压、下功夫，让便民
办税的春风为企业拂去寒意、带来温
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强窗口服务及宣传工作。这个
局充分利用办税服务大厅以及网站、
微信、微博、APP等等方式开展多
维度、多渠道的宣传，提醒纳税人及
时申报享受优惠政策。设立服务热线
和办税咨询岗，统一政策口径，规范
政策解答，及时为纳税人答疑解惑，
帮助他们做到“懂政策”“会开票”

“能申报”。同时，定向培训综合业务
窗口人员，专门安排两名业务过得硬

的业务骨干驻扎服务窗口，为纳税人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办税缴
费便利化水平。这个局实施非接触式
办税电子化申报，优化发票服务，大
力推广使用电子发票，优化税务执法
方式，全面落实税收执法“三项制
度”。

大力扶持小微企业、大型企业，
协调解决重大复杂涉税诉求。这个局
深入开展企业走访调研活动，实地查
看企业现状，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
流，认真听取企业的困难和需求，最
大限度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与企业
共谋良策、共促发展。

运用大数据对小微企业开展滴灌
式宣传辅导，建立与小微企业常态化
沟通机制，征询意见建议、发挥服务

“杠杆效应”。建立大企业涉税诉求处
理机制，设立由专家组成的大型企业
涉税事项工作组，采取座谈会和发放
问卷的形式，深入征求大企业的个性
化纳税服务需求和意见。

白城市红十字会开展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缅怀纪念活动
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

本报讯 （初航） 为持
续推进由打击型向治理型
稽查转变，市税务局稽查
局召开专题局务会议，就
具体落实措施开展座谈讨
论，紧密结合稽查工作实
际，全员签订 《干部执法

“十不准”承诺书》。
承诺书制定前，综合

了各股室提出的意见建
议，该局在制定下发 《干
部执法“十不准”承诺
书》 时，要求全员签订，
严格遵守。承诺书规定了
不准随意对没有明确案件
来源信息或无正常渠道选
案的纳税人进行立案检
查，不准违反税收纪律为
纳税人偷、骗、抗税出谋
划策，故意隐瞒实情和滥
用自由裁量权等十项执
法、廉洁从政等纪律要求。

近日，稽查局召开局
务会，全体干部签订了
《干部执法“十不准”承诺
书》，局里就落实承诺书，
要求全体干部高度重视，
严格按照承诺书要求执
法。要增强组织观念，遵
守工作纪律；提质增效，
针对积案制定检查计划，
明确时限，保质保量完
成；加强自身建设，提升
执法能力、查账能力、审
理能力；加强稽查卷宗管
理，做到严格化、细致
化、规范化；加强自我约
束，强化廉政意识，建章
立制，切实防范执法风
险，以实际行动落实稽查
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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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殿文文/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日，洮北区音乐
家协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音视频（MV）拍
摄活动在市民广场拉开了的帷幕。

100年的风雨历程，100年的辉煌历史，在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带领下，开创了一次又一次光辉时刻。结合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洮北区文学
艺术联合会、洮北区音乐家协会以“迎党庆·颂党恩”为主
题的音视频（MV）拍摄活动，歌曲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为旋律，选取我市具有代表性的景点建筑为场
景，通过MV的形式，歌颂党的丰功伟绩，抒发人民群众
对党的热爱，献礼建党100周年。

据了解，该音视频（MV）拍摄协办单位包括白城市

小军音乐工作室、白城市佳佳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白城
市艺海琴行、白城市春雷琴行、白城市引路者音乐教育
中心、白城市洮北区铁路第二小学、大连艺才技工学校
白城教学部、白城市洮北区二人转协会、城管洮北大队
广场中队、天天美体秀舞艺术团省旗袍协会、白城市赤
那跆拳道馆。

据悉，该音视频（MV）拍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中，200余人参加了拍摄。

活动当天，洮北区文学艺术联合会、洮北区音乐家
协会还深入洮北区党史教育基地开展了党史教育活动，
聆听了党的光辉历程并重温了入党誓词。

图为洮北区文学艺术联合会、洮北区音乐家协会在
洮北区党史教育基地聆听党史并重温入党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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