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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就业规模保持
稳定，1-7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22万人，已完成
全年目标的74.7%；就业质量稳步提高，上半年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2%。中国经济恢复态
势持续，但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大，仍要把
保障就业放在宏观政策优先位置。“十四五”时期
就业压力依然较大，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500万人
以上目标，要以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主线，努
力推动就业事业高质量发展。

就业是发展的基础。离开更充分的就业，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很难实现；只有更高质量的就业，才能夯实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
富裕。《“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实化量化促进就
业重点任务，注重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注重政策
协同发力，注重社会大众关心的重点领域，注重解
决长期性趋势性问题。这是推动今后一个时期就
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指引。

就业是财富创造的源头活水。对国家、对企业，
对家庭、对个人，就业都是大事，都要通过勤劳创新
致富、创造价值。要继续把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

宏观政策优先位置，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全面强
化就业优先，推动就业扩容提质，真正体现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扩容”角度看，要努力创造更多
就业岗位，千方百计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
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突出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
作；从“提质”角度看，要消除就业歧视，加强合法权
益保护，努力提高劳动报酬，让劳动者更体面工作。

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一要强化
政府责任，二要坚持市场主导。要充分发掘14亿多
人口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
业技能水平。当前一方面要强化财政、货币等政策
支持就业的导向，广开灵活就业渠道，做好高校毕
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等重点群
体就业工作；另一方面要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
致富本领，提供必要指导培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
力度，提升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给更多人创造致富
机会，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
富带头人，同时发挥好民生政策兜底功能。

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针对市场激
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要坚定不移深化就
业市场化改革，破除推动高质量就业中存在的体制

机制障碍，深化“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减轻
税费负担，鼓励企业家稳定就业岗位，同员工携手
渡过难关。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的同时，还要强化创
业带动就业，放大就业倍增效应，激发劳动者的创
业积极性，帮助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创业致富、
稳定经营、持续增收，鼓励靠自己的努力养活家庭、
服务社会、贡献国家，实现经济和居民收入同步增
长、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的目标。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靠扩容和提质双向发
力、培训和服务双轮驱动、保重点和防风险双侧协
同，我们有信心能使就业保持稳定态势，推动最大
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根基工程的高质量发展。
将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把
解决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切实做好民生
保障和社会稳定工作，一定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扎
实迈好每一步。 （据《人民日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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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

本报讯（记者李政孚 实习生马翔）9月13日，
全市全国文明城市网格化创建工作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薛智金出席会议。
会上，市创城办相关负责同志部署了小区包

保工作任务，并详细解读了包保单位居民小区环
境卫生集中清理整治志愿服务活动内容及标准。

就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部署
要求，开展好此次网格化创建工作，薛智金强调，

一要提升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创城工作
安排部署。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使命
感、紧迫感和危机感，乘势而上、攻坚克难、精
益求精，全力做好创城相关工作。二要坚持问题
导向，坚决不折不扣全面彻底整改反馈问题。全
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标准、精准发力、强势推
进，高标准高效率整改，确保如期完成整改任
务。三要压紧压实责任，坚决履职尽责推进整改

工作落地落实。领导要履行示范责任，各级党委
要扛起主体责任，督查组要负起监督责任，全面
抓好整改相关工作。四要注重抓常抓长，坚决举
一反三推动各项工作常态长效。要注意举一反
三，加快建章立制，形成常态创建，确保创城工
作“时时有人管、项项有人抓、事事有人干”，为白
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助推“一城三区”建设作出
应有贡献。

9月13日上午，洮南市政府与北京尧景时代商业发展有
限公司举行了太阳能发电板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全面合作签
约仪式。当天下午，企业立即实施工棚搭建、厂址土地平整等
工程建设，吹响冲锋号角，掀起建设热潮。该项目从洽谈到正
式签约并全面落地开工仅用时40天，开创了洮南市项目招
引用时最短、开工速度最快、配套服务最优的招商引资“新
气象”。项目的成功落地将进一步助推吉林省“一主六双”
产业空间布局，落实吉林省“陆上风光三峡”发展战略和白
城“一城三区”建设，填补了白城市乃至吉林省光伏装备制
造业的空白，为新能源开发和利用这一蓝图绘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

在洮南市经济开发区太阳能发电板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
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挖掘机、推土机正紧张有序作业，机器
轰鸣，处处呈现着快速推动项目建设的火热场面。

“项目从洽谈到开工，仅用40天，这让我们惊讶、感动，同
时也感受到了洮南市委、市政府对推动项目建设的速度与热
情。”在项目建设现场，北京尧景时代商业发展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曹文辉忍不住与大家分享内心的喜悦。

北京尧景时代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从事太阳能建筑一体
化（BIPV）的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公司。公司团队拥有全球最
先进的曲面太阳能发电瓦、发电幕墙、移动能源及城市太阳能
应用技术，拥有专利超过200项，曾获得7项国际大奖，公司
技术专利和研发力量极具竞争力。

项目的成功签约是“洮南速度”的一个样本，这背后是洮
南市委、市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其他部门的全力推动。

自然资源禀赋，是洮南固有的优势之一，尤其以风能、太
阳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潜力较大。全力推进清洁
能源产业向下游产业延展，向关联产业链裂变，全链条集群发
展清洁能源和装备制造产业，创建全省碳中和先行示范城市，
打造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具有洮南特
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洮南一直在谋划。

同心栽好梧桐树，诚意引来凤凰栖。洮南市主要领导亲自
挂帅，坚持走出去，请进来，高位推动，系统谋划，让投资者看
到了洮南跑项目的实际行动，感受到了抓项目的信心和决心。
洮南打造秉承“父母心”为企业服务的理念，建立市委书记和
纪委书记重点企业直通车制度，建立市委和政府领导工作专
班，让投资者见证了洮南服务态度和服务速度。良好的投资环
境、资源的优势互补以及发展方向的高度契合，促成了北京尧
景时代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洮南市迅速签订协议并立即开工
建设太阳能发电板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

据了解，公司计划共投资6.6亿元，在光伏装备制造产业
园区建设年产1000兆瓦高效组件生产线，年产50万平方米
曲面发电瓦生产线，并引进包括玻璃智造、支架智造、电缆智
造等配套产业。一期计划投资4亿元，规划建设年产20万平
方米发电瓦及发电幕墙等产品，500兆瓦高效发电组件及配
套生产线。一期达产后年销售额预计20亿元左右，年贡献
税收约1.2亿元。二期结合市场发展需求计划投资2.6亿
元，规划建设年产30万平方米发电瓦及玻璃智造、支架智
造、电缆智造等配套产品、500兆瓦高效发电组件及配套生产
线。二期达产后年销售额预计42亿元左右，年贡献税收约2.5
亿元。

为确保企业在洮南加快建设并早日投产达效，洮南市各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狠抓落实，及时解决项目落地建设过程中
的难点问题，全力打造全省最优营商环境，为企业扎根洮南、
深耕洮南保驾护航，让企业在这里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希望在前，重任在肩。站在新起点，面对新机遇、新挑战，
如今的洮南，正立足自身优势、谋求转型升级，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紧迫感，聚焦“1351”发展目
标和“三个三”工作思路，努力打造“双碳”新型清洁能源
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加速绿色转型，积极谋划实施一批新项
目、好项目、大项目，向着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
标奋力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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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周人杰

时 评

全市全国文明城市网格化创建工作会议召开

2021年9月14日，我市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
办的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来信4件、来电1件。其中，
大安市2件、镇赉县1件、通榆县2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
生态类5个，占100%。

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建平乡发现灰鹤200余只。”9
月10日，镇赉县林草局干部曲刚在
白鹤保护工作微信群里上传了用手
机拍摄的鹤群视频。声声鹤鸣拉开了
镇赉秋季候鸟迁徙的序幕。

白露时节，大群灰鹤南迁到镇赉

也是罕见的事情，往年9月中下旬才
能看到野生鹤类。今年白城地区降水
较多，嫩江、洮儿河、二龙涛河一度超
汛限水位，迎来多次洪峰。镇赉县利
用河湖连通工程引蓄洪水注入湿地、
湖泡，强化林草长制、河湖长制工作

层层落实，打造健康的湿地环境，给
候鸟停歇觅食提供了良好条件。

近日，护飞志愿者在镇赉县建平
乡二龙涛河右岸看到，200多只灰鹤
作为先遣队在湿地引颈高歌，50多只
豆雁也排着人字形从云端徐徐降落。

几百只燕鸻组成鸟浪在农田和湿地
边缘翻转游弋，步调统一的翻滚动作
令人惊奇不已。白鹭、草鹭、苍鹭像卫
士一样静静伫立在稻田、湿地里，“吃
等食”是它们独特的狩猎方式……通
过2天的野外观察，调查人员看到的
鸟类还有白尾鹞、红脚隼、黑翅长脚
鹬、灰头麦鸡等30余种。“今年候鸟
品种多数量也多了不少啊！”志愿者
王洪泽端着望远镜兴奋不已地说。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吉林白
城护飞队9月初就在镇赉县候鸟密
度较大的乡镇、村屯、湿地开展野生
动物资源及环境调查，（下转四版）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白城市交办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

查询我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请扫描二
维码。

本报讯（张阔）近日，洮南市接到
中央环保督察白城市协调联络组转
办的信访案件后，立行立改，认真组
织调查核实，快速整治环境污染给周
边群众带来困扰的问题。

据群众投诉，洮南市龙翔居酒店
烧煤，未使用油烟净化设施，造成大
气污染，影响周围居民身体健康。

接到案件后，洮南市工作协调联
络组迅速开展分析研判，确定事涉
单位为白城市生态环境局洮南市分
局和洮南市城管局。两家单位接到
案件后迅速行动，分别组织工作人
员深入现场核实调查。经调查，洮
南市龙翔居酒店主要经营范围为中
餐，该饭店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确

有使用燃煤现象，因此举报案件情况
属实。

调查情况属实后，洮南市生态环
境分局和城管局依据相关条例对事

涉酒店进行了处理。8月31日，洮南市
城管局对该酒店未正常使用油烟净化
设施行为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指令
书》，并要求该酒店于9月7日前更换
油烟净化设施。洮南市生态环境分局
要求该酒店更换使用清洁能源燃料设
施。龙翔居酒店负责人员表示，对周围
居民造成的影响感到抱歉，之后会积
极配合相关部门的整改要求，不再使
用燃煤设施。 （下转四版）

洮南市立行立改 快速整治环境污染问题

金秋时节候鸟归来 护鸟卫士真情守护
●潘晟昱 摄影/报道

护飞志愿者到村屯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灰鹤种群的到来拉开了镇赉候鸟迁徙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