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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1日下午， 省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吉林省加强和改进乡镇街
道消防工作新闻发布会， 就省安委
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进行发布。

发布会上， 吉林省消防救援总
队靳威总工程师首先介绍了《意见》
起草的背景和意义，同时，从四个方
面介绍了《意见》的主要内容。 一是
完善乡镇街道消防安全议事协调机
构。 成立乡镇、 街道消防救援委员
会，从人员配备、职责分工、工作制
度等三个方面进行明确和完善，确
保基层组织实体运行并发挥实际作
用。

二是落实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
责任。 三是加快推进多种形式消防
队伍建设。 抓住乡镇专职消防队、村
屯志愿消防队、 社区微型消防站三
个关键点，努力构建统一指挥、协同
作战的城乡消防救援力量体系。 四
是切实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 重

点加强消防规划、消防水源、消防宣
传阵地三个薄弱环节。

靳威结合全省消防安全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发布下一阶段宣贯、推
进、落实《意见》的主要措施。 一是逐
级学习贯彻。 推动各级政府组织开
展学习宣贯活动， 特别是组织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分
管领导，派出所、市场监管所、供电
所等单位以及政府专职消防队、小
型消防站负责人分级、分类、分批开
展集中学习培训，明确职责、落实责
任。二是加强社会宣传。通过开辟专
版专栏、制播专题节目、邀请专家访
谈等形式，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
络传播速度快、 覆盖范围广的特点
和优势，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广泛
深入地宣传《意见》的重要意义和主
要内容，不断扩大《意见》宣传的覆
盖面， 全力营造推动落实的社会舆
论氛围。三是强化督导推进。推动各
级政府将贯彻落实《意见》要求纳入
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和年度消防工作

考核重要内容，通过签订责任书、加
强督促检查、约谈主要领导、严格考
核奖惩等方式，逐级传达压力、强化
责任衔接，扎实推动《意见》各项工
作要求落实落地， 切实打通消防安
全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

记者了解到， 下一步消防部门
将积极推动各级政府结合新型城镇
化建设实际， 加大乡镇和农村地区
消防水源建设力度， 推动有条件的
乡镇政府驻地建设 2 座以上消防水
鹤，没有条件的可以利用原有机井、
天然水源、 建筑消防水池改造 2 处
以上消防取水口。 推动各村屯依托
农村饮水工程至少改造 1 处消防取
水口， 指导有深水井的村屯建设简
单实用的消防取水设施。 确保消防
水源充足、有效，可为灭火救援提供
有力保障， 进一步提升城乡抗御火
灾的整体能力。 近期，德惠依托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在全省率先推动乡村
消防供水改革工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今年以来，吉林省积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
影响， 有效推进“六稳”“六
保” 及远程招商各项工作，
1-4月份完成实际使用外资
2.99亿美元，总量居全国第15
位，同比增长8%，增速高于全
国平均16.4个百分点，在全国
排第6位。

其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不
断创新的招商引资方式。 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吉林省
在全国率先开展网络对接、
视频洽谈、 云端签约， 开启

“吉林省招商引资网上项目
对接会”招商平台，省、市、
县、 开发区四级专人24小时
值守。 年初至今，全省各地区
洽谈推动项目1134个。

与此同时， 吉林省精选
500个重点洽谈推动和500个
重点谋划包装项目（“双500”
项目），制作二维码、译成并
印制英日韩语项目册， 通过
多种方式对外宣传推广，扩

大网上项目对接会知名度。
吉林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 对于法国电力、 日本丸
红、 韩国三星等前期签约项
目， 吉林省坚持每月至少协
调组织2次招商引资项目视
频洽谈活动， 对照任务、责
任、问题3个清单，跟踪解决
项目落地过程中的重大问
题，实施台账清单管理，督导
销号落实， 推动合作取得更
多成果。

吉林省商务厅将国务
院、 国家部委及我省出台的
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
实施意见、 促进商务领域企
业平稳健康发展18条和稳外
贸、稳外资“双9条”等52个文
件捆绑打包送政策上门，充
分发挥政策推动作用。 并对
企业实施精准帮扶，目前，已
集中解决重大项目立项、土
地、环评、审批、税收、股权变
更等问题132个。 /城市晚报
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 奖项
022001900104 35412620 一等奖
022001900104 39065667 二等奖
022001900111 34292261 二等奖
022001900104 22268982 二等奖
022001900104 34994119 二等奖
022001900104 34961721 三等奖
022001900111 03748928 三等奖
022001900104 43005306 三等奖
022001900111 03979755 三等奖
022001900111 05368130 三等奖
022001900111 03963996 三等奖
022001900111 03979553 三等奖
2200174350� � 00935258 三等奖
022001900104 39162916 三等奖
022001900104 30053819 三等奖
022001900105 00875019 三等奖
022001900104 38098460 三等奖
022001900104 42136430 三等奖
022001800107 04219375 三等奖
122011921706 00326189 三等奖
022001900104 41892197 三等奖
022001800107 04219507 三等奖
022001700107 27810789 三等奖
022001900104 42086002 三等奖
022001900111 03963930 三等奖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我省召开加强和改进乡镇街道消防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提出

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
1-4月我省利用外资总量
同比增长8%

21日发票抽奖中奖结果揭晓
发票02200190010435412620喜获一等奖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特殊
时期， 长春市人民政府开展
了“惠满春城”消费季发票抽
奖活动， 进一步提振市场信
心，助力长春经济全面复苏。
本次活动自2020年4月27日

至6月30日，每日抽取一等奖
1名、 二等奖4名、 三等奖20
名，奖池总额达1500万元，21
日是第二十五期抽奖活动，
发 票 022001900104�
35412620喜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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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春风和煦，暖阳下的太平河
静谧如画。

太平河综合治理工程于去年10
月拉开序幕，旨在解决沿岸5个乡镇、
25个村、26万亩耕地的缺水之困。

眼下，历时5个月，曾经干涸的河
道已经水量充盈，开始为沿岸群众春
季农业生产用水提供充足水源。这湾
清水，正是农安县解放思想、扎扎实
实想办法谋出路的生动诠释。

何为解放思想？关键在于把思想
转化为行动、落实到实践；何为创新
突破？ 根据实际情况，开动脑筋研究
办法才是创新。

这是农安县委书记张知众作出
的回答。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解放
思想再深入，全面振兴新突破”教育
实践活动的有力推动下，农安县主动
作为，寻求县域经济再突破的动力之
源。

找短板补短板
县域发展的思路之变

“思想观念短板， 是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制约东北发展的四大短板之
一。 ”张知众认为，很多事情发展得
慢，有些问题不能解决到根上，很大
程度上是思想问题。

思想观念转变不够彻底、应对新
时代新形势能力不足、推动工作开展
的方式方法陈旧，这是当前农安县自
我检视中发现的短板。

结合发展实际，农安县创新提出
打好“五大战役”、实现“九个突破”战
略发展目标。 其中，“九个突破”排在
首位的就是解放思想。

全省“解放思想再深入，全面振
兴新突破”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农安县立足实际，将“大培训、大对
接、大招商”活动作为重要载体，开展
两次线下集中培训、4次线上培训，
累计培训1400余人次。 组织与上级
部门和对口合作县区对接两次，开展
招商活动10次，对接企业36户，签约
项目2个，洽谈项目22个，计划总投
资101亿元。

“解放思想是需要长期坚持的，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见到成效的。 ”
正如张知众所言，农安县始终高度重
视解放思想工作。 转变发展观念、抓
好软环境建设、强化服务意识，全面
增强县、乡、村三级党员干部解放思
想、担当使命的自觉性，结合教育实
践活动，破解制约经济社会振兴发展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全省实现振兴
发展的进程中充分发挥好县域板块
作用。

跳出惯性思维
农业大县的突破之道

水，是农业命脉、经济命脉，也是
民生命脉。农安，全国产粮大县，却始
终受“十年九旱”的“水瓶颈”困扰。
“我县作为农业大县， 在保障粮食安
全上有重要职责，全县90万农民，增
产增收、 调整种植结构等都需要水，
农业用水是必须破解的瓶颈问题。 ”
张知众一语道破农安农业发展短板。

如何补齐短板？ 农安县跳出惯
性思维，以水利工程建设为突破口，
把以往废弃的沟渠、河道重新利用，
破解农业发展配套设施不完善问
题。

“这项工程，是依托河湖连通工
程，谋划打造太平河、小苇子沟、大
苇子沟和中央排水路等水系建设，
同步完善西部水利灌溉设施建设，
总体水系改造完成后， 可以解决全
县80万亩耕地缺水问题， 至少让全
县60万以上的农民实现增收。 ”站在
太平河的防护堤上， 张知众告诉记
者。

民生工程得民心。 为方便施工，
农民主动砍掉栽种的树木；工程道路
临时占用农田，农民也积极配合……

今年，农村饮水工程作为农安县
重要的民生工程， 还将继续发力：完
成59个村管网建设，50个村5.1万人
饮水工程新建，原有供水工程提升改
造等，全部工程预计在今年年底建设
完成使用。

找准赋能切口
谋划全域的创新之举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铲车往来
穿梭……农安县新安合作区恒大文
旅项目的施工现场，一片忙碌。

新安合作区位于农安县南部，是
将划入长春市都市圈核心区的合隆
镇、烧锅镇、开安镇、龙王乡和太平池

生态区整合在一起， 临靠长春新区，
长春市半小时经济圈环线贯穿全域。
从地图上看，长春市的东、南、西已被
开发区包围， 只有西北是一个缺口。
新安合作区的建立恰恰弥补了这一
缺口，农安县巧妙利用起这一地理区
位优势，全力谋划出新的经济发展平
台。

“我们主动把农安放到省市的发
展大局中去考虑，立足县域经济发展
实际，建立新安合作区，承接主城区、
主产区包括开发区一些产业链的延
伸和工业配套。”张知众介绍，农安县
将以新安合作区建设为突破口，不断
扩大县域经济量级。

新安合作区建设的背后，是农安
党员干部上下同心，服务好企业“最
后一公里”，摒弃“等靠要”思想的成
果， 更是解放思想再深入的生动实
践。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项目建
设的节奏。 春节期间，县里干部放弃
休息，到省里相关部门跑手续；视频
会议“云”办公，加班加点把疫情损失
补回来。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合作区一期34个项目在3月份顺利
开工建设。眼前火热的施工场面来之
不易。“没有超常规的付出，就没有超
常规的获得； 没有超常规的行动，就
没有超常规的成果。 要想干点事，没
有脚踏实地的精神是不行的。 ”张知
众说，解放思想一定要务实地解放而
不是空洞地解放。

解放思想
创新求变的共识在凝聚

农安提出：通过向上对接，谋划
打造中医药健康产业园、哈拉海“三
辣”深加工产业园、开安玉米深加工
产业园、新安合作区农产品深加工产
业园等7个园区， 破解农业产业化难
题；发掘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制定农
安县全域旅游总体规划，将农安悠久
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相融合，促进地域生态文化与现代旅
游业加快融合； 以解放思想为引领，
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不断完善政
务服务“一张网”功能，做到“一门、一
网、一次”高效办事……

在决战决胜的关键之年，张知众
坚信，在解放思想、创新突破的信念
引领下，农安必将实现新一轮发展跨
越。 /吉林日报记者 陈沫

把思想解放化为动力，在创新中寻求突破———

农安：蜕变，从思想“破冰”开始
解放思想再深入
全面振兴新突破
———县（区）委书记谈解放思想

梅河口市人社局近日发
布“2020年度梅河口市事业
单位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公
告”， 经梅河口市人民政府
研究决定， 教育系统开展专
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本
次公开招聘共涉及教育系统
45家事业单位，123个岗位，
计划招聘170人。 其中教师
岗位156人： 高中教师4人，
初中教师40人（含心理健康
教师1人）， 小学教师46人
（含课后活动教师2人），幼
儿园教师66人。 会计岗位10
人。 学校和幼儿园医生岗位
4人。

招聘对象为2020年毕业

的高校毕业生， 以及2018年
和2019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
未落实工作单位的统招普通
高校毕业生。 本次招聘实行
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为2020
年5月26日9:00至5月28日
16:30。被聘用人员按相关政
策规定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
满考核合格的， 予以正式聘
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聘
用单位工作服务期为3年。 具
体招聘岗位及条件可登录梅
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网站 ：http://www.mhk.
gov.cn/rsj/，详细查看。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梅河口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
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17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