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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南征北战
满腔热血尽洒战场

1930 年 6 月 20 日出生的
李重焕 ，1946 年 7 月参军 ，
1948年 12月入党。 历任战士、
班长、副排长、副连长、政工科
长、副政治委员。1983年由梅河
口市武装部离休，正团级，终身
保留军籍。 在部队期间，在解放
战争中荣立了 3 次小功， 在抗
美援朝战争中， 荣立了 2 次三
等功。 被中央军委授予解放奖
章、胜利功勋等荣誉。 他们是共
和国的功臣， 曾先后受到老一
辈革命家接见慰问。在 2016年

12月，李重焕、金英淑这对夫妻
作为全国文明家庭代表， 荣获
第六届“全国五好家庭”荣誉称
号， 在北京受到了习近平总书
记的接见。

巾帼不让须眉， 金英淑老
人在抗战年代也有着光辉的
事迹，1932 年出生于朝鲜，8
岁随母亲来到中国，十几岁就
参加了革命。 1952 年入党，抗
美援朝她是支前模范，运送枪
支弹药、粮草药品，救护伤员，
她丝毫不畏惧敌人的枪炮。
1971 年，39 岁的金英淑在组
织的介绍下认识了比她大两
岁的李重焕，结为夫妻，近五

十年来金英淑一直将李重焕
与前妻生的三个孩子视如己
出，给予他们无私的爱，而自
己却放弃了生育的机会。 在她
的悉心抚育下，子女们都颇有
成就。 他们和谐有爱的家庭多
次被通化市妇联授予“和谐家
庭”光荣称号，金英淑被评为
通化市“十大好母亲”。

退休后
仍不忘优良革命传统

抗战岁月他们冲锋陷阵，
战功卓著， 为中华民族解放事
业立下汗马功劳；新中国建立，
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多次获得劳动模范、 民族团结
模范称号；改革开放时期，他们
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变迁， 在岁
月的长河中， 他们一直都是时
代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每一
个时代的标兵。

退休后的李重焕继续保持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永葆革命
情操，不忘革命本色。1989年至
1966年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
养所的老同志一起，被计量、物
价部门聘请为义务计量员和物
价监督员。 每天，他们奔波于 6
个农贸市场， 多年间共检查计
量器具 4500 多件，没收不合格
秤具 300 多件， 维修计量器具
500 多件，与此同时，他们广泛
宣传《计量法》，提高了计量器
具的合格率， 维护了广大消费

者的利益。 老同志们刚正不阿
的工作作风曾多次得到上级部
门的表扬，在荣誉面前，几位老
将继续保持和发扬着优良的革
命传统。

爱岗敬业帮助邻里
关爱下一代投身公益

李重焕和金英淑退休后不
忘回报社会， 他们永葆革命情
操，不忘革命本色，一直奋战在
基层最前线。 夫妻二人用人间
真情之笔，饱蘸夕阳绛红，抒写
关爱下一代的篇章， 群众称赞
他们是“为别人活着的人”。 李
重焕说：“在朝鲜战场上， 我已
经死过一回了，以后的日子里，
我要用自己的能力关爱下一
代”。 夫妻两人在关爱阵地创建
图书阅览室， 捐出 600 元购买
图书；开办阳光超市，先是动员
社区居民献衣献物， 让特困户
的孩子有衣穿有鞋换。 每年他
们拿出 2000 多元，帮助失学儿
童重返校园。 十年累计捐款四
万余元， 但他们自己却生活
简朴， 体现了共产党员的高
风亮节。 受到街坊邻里的一
致好评。

李重焕和金英淑还不忘社
区，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 每
到夏天， 街坊邻居都称赞小区
的环境优美， 绿意盎然到处鸟
语花香，这也有老两口的功劳。
附近居民说， 这些花花草草都

是他们老两口亲手栽种的。 大
家切实感受到了小区环境的变
化，纷纷加入其中，在全梅河口
形成了关爱社区，献策献力的
风尚。 李重焕和金英淑多次被
梅河口市，通化市评为优秀志
愿者， 获“夕阳红社会风尚
奖”，2007 年度“吉林省和谐家
庭”， 梅河口市“敬老爱幼模
范”等称号。

不忘初心言传身教
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

李重焕和金英淑夫妇。 积
极参与和救助弱势群体， 对可
能走上歧途的孩子言传身教，
伸出援助之手。 曾有一个孩子
因父母教育方法不当， 产生了
逆反心理，投河轻生。 是两位老
人不顾个人安危将孩子救起，
并为孩子做思想工作， 消除了
对父母的误解。 在梅河口，很多
孩子喜欢称呼他们“爷爷”“奶
奶”，二老始终为生活有困难的
孩子给予帮助。

李重焕和金英淑风雨中牵
手几十载， 夫妻一直关爱着身
边的每一个人， 即便自身生活
俭朴，节衣缩食。 在他们看来，
为他人就是为自己。 夫妻两人
身上散发出夕阳般绚丽的色
彩，打造了人间大爱，感动着身
边每一个人。

��/ 记者 李娜 报道 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供图

同心街道开展重
点行业领域乱象
百日整治行动

为进一步贯彻绿园区委
政法委关于重点行业领域乱
象整治百日行动工作的部
署， 同心街道对辖区内乱贴
乱、占道经营、违章建筑等乱
象状况开展综合整治。

同心街道向沿街商家、
小商小贩、 市场外溢经营者
发放宣传单5000份。 成立非
法广告整治组、 占道经营整
治组、牌匾广告整治组，采取
各负其责的办法， 同心街道
重点清理非法野广告工作，
主要针对整治辖区内主要街
路。 截至目前共清理非法广
告33860张，喷涂覆盖2万平
方米、 追呼非法广告号码17
个，签订承诺书3人次，教育
训诫6人。

对支农大街、南阳路、双
丰西路 、自立西街等重点路
段的店外经营 、 占道经营 、
违规灯箱牌匾等进行全面
整治， 清理占道经营46处 ，
店外经营30处 ，落地灯箱牌
匾 36个， 违规宣传条幅 26
条 ， 收缴祭祀物品80余包 ，
劝阻焚烧行为38人次。

/记者 王秋月 报道

革命年代出生入死保家卫国
和平年代奉献爱心回报社会
———记老兵李重焕和老伴儿金英淑

在梅河口市，李重焕和金英淑这对朝鲜族夫妇家喻户晓。 李重焕曾参加过四保临江战役、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两广剿匪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 他出生入死，
屡建战功，为新中国解放立下汗马功劳。

妻子金英淑曾担任梅河口市技术监督局政工科科长，先后 41 次获得全国、省、市（县）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军烈属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抗美援朝支前模范，妇女建设社
会主义积极分子等称号。

“现在这里24小时开放，
不受上下班时间限制，可以随
时来办理……”9月9日19时，
在长春净月高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市民李女士用二代身份
证在入口的自助设备前办理
业务， 经过短短数分钟的等
待，便顺利完成了居住证明的
申报。 这是净月高新区继“中
午不间断服务”、“重大项目全
程领办代办”、“走进企业-上
门服务”等一系列便民利企举
措后，在长春市率先建成的“7

天×24小时”自助服务区。
据介绍， 净月高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自助服务区的设立，
提升了“马上办、网上办、就近
办、一次办”的事项比例，让群
众随时随地感受到便利的服
务。可办理一孩生育服务证、初
次劳动用工备案、 食品经营许
可证（新办）、核发老年优待证
等27个部门的429个法人事项
和159个自然人事项。自助服务
区还设有办税终端设备， 纳税
人可以在自助办税服务机上完

成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
通发票的发售、 发票验旧等业
务，拓展了服务深度和广度，给
纳税人和税务部门窗口压力带
来“双减负”，为纳税人带来了
全新的办税体验。

据了解， 自助政务服务区
的启用， 是净月高新区深化

“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 持续深化

“只跑一次”、加快推进“一网
通办”的重要举措，是“一门
式、一张网”改革的先进成果。

将原有的固定模式打破，填补
了办公时间外的服务盲点，在
非工作时间和节假日期间，为
企业和群众提供一条方便、快
捷的办事渠道，切实感受到改
革红利， 打造最佳的营商环
境。

目前， 净月高新区重点打
造区级“7天×24小时”自助服
务区，作为试点对外运行，待运
行良好后， 将在区属的10个镇
街公共服务中心推广。

/记者 陈霖 报道

长春净月高新区“7天×24小时”自助服务区全面启用

9 月 5 日， 兴业银行与中
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下称清
洁基金）管理中心、福建省财
政厅在福州签署了“绿色创新
投资业务”合作协议，构建福
建省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产

业发展新机制，共同助力福建
省实体企业低碳转型发展，共
建清新福建。

根据协议，围绕国家生态
环保规划和支持节能减排总
体目标， 三方将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 实现合作共赢。 其
中， 清洁基金承担项目统筹
规划、项目评审、贷后管理等
工作， 福建省财政厅负责项
目推荐，并进行适量补贴，进
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兴

业银行则承担项目筛选、尽
职调查、项目投资、资金监管
等职责， 并通过开具融资性
保函， 为清洁基金资金提供
担保。

/记者 宋佳静 报道

兴业银行首推“绿色创新投资业务”

8月 29日，兴业银行与黑
龙江省联社签署全面战略合
作协议及财富云业务合作协
议，据了解，截至目前兴业银
行银银平台“财富云”业务已
与国内 13 家省级联社达成合

作，覆盖全国超过一半的省级
联社。

此次双方签约，旨在原有
合作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支持黑龙江省联社提
升整体服务水平和综合实力，

据了解，除向黑龙江联社提供
财富管理产品外，兴业银行还
将在人员培训、 市场推广、平
台运营等综合化服务方面协
助黑龙江联社全面构建财富
管理能力。

此前，兴业银行已与广西
联社、贵州省联社、安徽省联
社、 河南省联社等 12 家省级
联社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及财富云业务合作协议。

/记者 宋佳静 报道

兴业银行银银平台“财富云”已牵手13家省级联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