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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工程是今年全国人代会和国
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一项重
点大惠民工程，该项工程的实
施可以提高高速公路通行效
率，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群众
的出行幸福感。 目前，我省撤
销省站第一阶段工作已经基
本完成， 已经拆除了 10 处已
运营的省界收费站，完成了全
部 422 套 ETC 机电门架系统
的土建工程，各项建设工程均

居全国前列。 9月 17日开始正
式进入第二阶段，对收费站、高
速公路 ETC 收费门架和各级
联网收费中心安装各种机电
设备， 预计 10 月末完成设备
安装，进入第三阶段，进行机电
系统的联调联试工作。

9 月 17 日上午，吉高集团
在长春东收费站启动取消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机电设备安装
工作， 该工作主要包括收费站
通信机房服务器等设备安装、

收费岛内栏杆机设备安装和机
电 L 杆上通讯天线和微波雷
达安装。 为了保障该项工作顺
利完成， 吉高集团在全省设置
了 4 个工作区域，每个区域又
设置了多个安装队伍， 形成了
施工作业面遍地开花的较好局
面， 可以有效的保障 1.6 万套
设备按期安装完成， 尽量为第
三段的联调联试工作留出充足
的时间。/记者 刘佳雪 报道 图
片由吉高集团提供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
长、文物局长金旭东主持启动仪
式，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三
省联盟成员代表宣读联盟成立
倡议书、 联盟成员单位名单、章
程及组织机构。 国家文物局、吉
林省委宣传部、三省文化和旅游

厅、长春市委宣传部、东北沦陷
史陈列馆领导共同启动联盟。会
上，吉林省委宣传部领导为来自
全国各地20家媒体组成的“红动
吉林”全国都市主流媒体联盟总
编辑采风团代表授旗。

“此次联盟的目的主要是革

命文化和红色旅游的融合。成立
联盟之后，东北三省做红色旅游
的专家学者们可以利用联盟平
台更好的交流和发展。从革命文
物角度来讲，可以给文物更好的
保护，从旅游的角度讲可以更好
的发展红色旅游。 ”文化和旅游
厅文物资源处吴丽丹表示。

几年来， 东北三省文旅部
门，蹄疾步稳推进革命文物保护
工作，名录、规划、项目构建了以
抗联文化为核心的鲜明的东北
革命文物体系，在全国处于领先
地位。 同时，红色旅游做得更是
风生水起。 就拿吉林来说，秉承

“践行、创新、担当、拼搏、合作”
的吉林文旅精神，创新推出“抗
联精神传承线”、“抗联烽火铭记

线”和“致敬国门线”三条成熟的
红色旅游经典线路，成功组织千
名大学生“红色旅游行、筑梦之
旅” 活动和红色故事讲解员大
赛。三省文旅部门坚持在保护中
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东北革命
文物保护和红色旅游发展从远
亲变成近亲，从各自为营到共同
成长、彼此成就，实现了“灵魂与
载体的契合”， 形成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新格局。

东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暨
红色景区联盟的成立，是推动文
化旅游应融尽融的一次创新实
践，也是我国首个革命文物和红
色旅游融合发展的区域性联盟。
联盟由东北三省27家发起单位

发起，目前已达到139家，其中，
黑龙江省39家， 吉林省58家，辽
宁省42家。联盟对于在整体上提
升东北革命文物历史地位和红
色旅游品位、打造我国革命文物
保护和红色旅游发展的新模式，
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联盟能为
各成员单位搭建起更多更好的
沟通展示平台，使理论研究更加
深入扎实、交流互鉴更加顺畅紧
密、 价值传播更加开阔久远，让
革命文物活起来，让红色旅游火
起来，让东北革命文物和红色旅
游“红火起来”，这必将会为东北
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生机盎然
的红色文旅元素、奏响文旅融合
红色新篇章。

/记者 宋珊珊报道摄

从警以来， 梁兆华一直坚
守在驻村民警岗位上， 用辛勤
汗水守护着一方安宁。

他所在的忠信警务区位于
双辽市永加乡中心， 辐射安边
村、真固村、望杏村、永加村等4
个行政村。 为了确保辖区内治
安稳定， 梁兆华在各村选派治
安积极分子组成专职巡逻队，
在责任区内保持经常性巡逻，
在案件高发期增加夜间巡逻，
减少了案件发生。 梁兆华还依
靠群众，组建信息员、治安志愿
者等群防群治队伍，组织“十户
联防”，全面发动群众参与治安
管理， 让他们成为驻村民警的
眼睛和耳朵。同时，梁兆华和辖
区的各村屯联系， 推进“大喇
叭” 工程， 向群众宣传防盗知
识，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通过他的努力， 辖区治安
秩序明显好转，小偷少了，打架
斗殴等治安事件呈下降趋势，
从2017年至今实现“零发案”。

公安信息化建设， 对民警
的业务能力提出新的更高要
求， 在熟悉人口的同时还要进
行网上管理，这让年龄偏大、以
前连电脑都没碰过的梁兆华遇
到了难题。但他不服输，自学电
脑教程，经常向同事请教，几个
月下来， 从不会打字到能熟练
编辑文档， 并利用警综平台办
理各种业务，录入实有人口、核
查，实现人口网上管理，成为全
所甚至全局的业务尖子。

2010年起，在实有人口服
务和管理工作中， 梁兆华坚持
以信息采集录入为基础， 以流
动人口和出租房屋为重点，以
人口层次全面管控为核心，认
真掌握实有人口的工作方法，
扎实开展工作。 他深入责任区
逐户采集人口信息， 认真填写
簿册表格，争取工作主动。他还
在责任区组建人口信息员队
伍， 及时将各家各户的人口变
动情况上报， 实现了数据的及

时更新维护。
由于工作扎实， 辖区人口

管理工作有了较大提升， 实现
了实有人口底数清、情况明，重
点人员管控到位， 刑释解教人
员无再违法犯罪。 2011年，在
四平市公安局组织的实有人口
管理工作会战中， 永加派出所
获得全地区第一名， 并荣获全
市实有人口管理先进单位称
号。 2018年4月，在实有人口核
查工作中， 永加派出所在梁兆
华的带领下， 深入各村进行核
查， 并将核查情况录入实有人
口管理系统， 在历次的抽检中
核查率均达到100%。

梁兆华不是一个爱说爱笑
的人，但辖区的老百姓都知道，
这个外表严肃的老民警却有着
一颗火热的心。

2017年，永加一屯的赵氏
兄弟因院墙纠纷，经常吵闹,村
里多次调解未果。 梁兆华了解
情况后， 多次到两兄弟家进行

调解，最终使兄弟俩握手言和。
2018年，梁兆华了解到安

边村服刑人员常某的孩子因为
一直没有户口，迟迟不能入学。
经进一步了解， 原来孩子母亲
生下孩子后就下落不明， 两人
又是未婚生育， 导致孩子无法
落户。于是，梁兆华与鉴定机构
取得联系，最终通过亲子鉴定，
确定了双方的父子关系， 为孩
子办理了落户手续， 使孩子顺
利入学。

梁兆华在工作中发现，辖
区内一些偏远村屯有许多老人
因出行困难没有办理二代身份
证。于是，他主动协助户籍内勤
下乡办证， 到行动不便的老人
家中为他们拍照， 并亲自把办
好的身份证送到老人家中。

从一名部队优秀指挥员，
到一名合格的基层派出所驻村
民警，梁兆华19载风雨兼程，无
怨无悔。

/吉林日报记者 刘巍 报道

守护百姓安宁
———记双辽市公安局永加派出所民警梁兆华

近日，建设银行面向车主
客户创新推出“飞驰畅行龙
卡信用卡”，车主客户可通过
建行线上渠道快速办卡，签
约 ETC 后过高速收费站无
需在卡内预存通行费， 先通
行后还款， 享受高速公路驰
骋畅达的“通”快体验及丰富
的出行服务。

“飞驰畅行龙卡信用卡”

围绕 ETC 车主客户的出行需
求， 重点打造三大产品权益。
一是便捷的申办体验。车主客
户可通过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网站、微信公众号、网点等线
上线下各渠道快速便捷地申
办飞驰畅行龙卡。二是优惠的
通行礼遇。 持卡人签约 ETC
可免费获赠车载电子标签
（OBU）设备，并享高速通行

费 95 折起优惠。 三是丰富的
出行服务，包括机场 CIP 快速
安检及休息室服务、机场 1 元
停车、TBR 境外接送机优惠
等商旅出行礼遇；购机票享航
空意外险、航班延误险及行李
延误险，境外用卡享有失卡保
障服务；购买“龙卡安心用”可
享受交易即时短信通知、境内
外盗刷赔付保障等服务。

作为国有大型金融机构，
贯彻国家进一步深化收费公
路制度改革的部署、深度参与
ETC 推广普及， 是建设银行
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此次
推出“飞驰畅行龙卡信用卡”，
是建设银行信用卡秉承“一心
一意拥有， 成其幸福永久”的
品牌理念。

/ 记者 王秋月 报道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由电动
车引发的火灾不断上升， 给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威
胁，针对电动车乱停乱放、乱接
乱拉电线等带来的消防安全隐
患问题，在省消防总队领导下，
辽源消防支队结合实际， 紧紧
依靠属地政府推动相关部门形
成合力，强化工作措施，加大宣
传提示， 强力推进电动自行车
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取得阶段
性成效。

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突出
监管重点，开展群防群治。 提请
市政府制定下发工作方案，逐
一明确工信、工商、质监、住建、
邮政等主要部门在电动自行车
综合治理工作中的职责任务，
并确定由县（区）安委会负责组
织实施。 并联合各乡镇、社区网
格员、 物业管理人员划分责任
片区， 对居民小区逐一进行排
查，截至目前，共搬离违规停放
电动车1000余辆，及时发现、及
时制止违规充电行为400余起。
同时还建成电动车集中停放点
110个， 解决了3000余台电动
自行车的安全停放、充电问题。

同时强化技防措施， 落实
长效管理。 在辽源东丰县，在消
防部门推动下， 全县各物业企
业消防管理主体意识不断增
强， 结合各小区内既有的摩托
车、自行车车棚，物业投入资金，
分别采购集中充电装置，采取集
中充电，费用自理，微利经营的
运营办法，建成了物业小区充电
点。既解决了居民电瓶车充电的
现实需要， 保障了用电安全，又
使物业公司增加了收益，进一步
提升了物业服务质量。 截止目
前，东丰县各居民小区共建成充
电点 11 处，进一步规范城区内
电瓶车充电问题。

消防部门还坚持广泛宣传，
组织开展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
全培训约谈会， 对全市基层网
格负责同志和市区内所有居民
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 500
余人进行集中警示教育。 印制
《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
强火灾防范的通告》5 万余份，
发动公安分局、派出所、 物业服
务人员等入楼入户进行张贴宣
传。 /记者 吕闯 报道

我省422套ETC机电门架系统土建工程完成

东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联盟暨红色景区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召开

让革命文化和红色旅游更好融合

建设银行推出ETC“飞驰畅行龙卡信用卡”

高速不停车缴费驰骋畅达

开展群防群治
建立智能集中充电点
辽源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

综合治理工作成效明显

9月17日上午，由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东北沦陷史陈列馆、磐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东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联盟暨红色景区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伪满皇宫博物
院皇宫剧场召开。 国家文物局、吉林省委宣传部、东北三省文化和旅游厅及联盟成员单位200多人参加会议。

基层民警
候选人事迹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