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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徘徊生
与死的边缘。对于老兵王凤鸣来
说，数不清的战斗历程，令他终身
难忘，刻骨铭心。

1926年，王凤鸣出生于松原
市前郭县八郎乡冷家村的一个贫
农家庭。1947年，为响应党的号
召，王凤鸣报名参军，在郑家屯加
入辽吉军区保安第二旅。同年8
月，这支队伍改编为东北民主联
军第七纵队二十师。王凤鸣就在
二十师五十九团二营八连（机枪
连）二排五班担任重机枪射手。

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
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1948
年3月12日凌晨，炮声打破了黎

明前的沉寂。据王凤鸣讲述，在
提前选好作为射击位置的一座土
屋内，他持续用凶猛的火力压制
着敌人地堡里的机枪。梯子组的
战士乘势把梯子搭在堑壕上，爆
破班的战士则越过封锁线，在连
续不断的爆炸声中，把敌人的明
暗地堡炸毁。

在激烈的枪声中，部队缓慢
推进。王凤鸣和机枪班的战友跟
进掩护，当他们进攻至天桥时，二
营已完成攻击任务，撤出战斗。
兄弟连队冲了过去，与敌人展开
激烈的巷战。王凤鸣回忆说，战
斗一直持续到13日凌晨才结束，
共歼灭国民党军1.9万余人。

在之后的战评会上，由于王
凤鸣所在的二营机枪连与步兵配
合紧密，有效降低了我军战士伤
亡，被点名表扬，全连官兵各记大
功一次。

驰骋疆场，奉献青春，挥洒血
汗。王凤鸣这位农家子弟，在战
场上浴血奋战，一往无前。虽然
他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具体参加
过多少次战斗，但回想起1949年
入党时的情形，却依然历历在目。

“我是在天津入的党。当天，
上级给我佩戴大红花，问我：‘你
的奋斗目标是啥呀？’我说：‘为全
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
说着，王凤鸣的脸上露出了灿烂
的笑容。

1953年，抗美援朝归来的王
凤鸣复员，选择了回老家冷家村
陪伴母亲务农。“我父亲在我5岁
时去世了，只留下母亲辛劳养育
我。我既然在战场上活着回来

了，就要回到她身边尽孝。”
记者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王

凤鸣老人复员后曾任生产队长，
坚持为家乡建设发光发热。他还
帮助修建村小、资助困难学生，希
望生在和平年代的孩子们能有更
好的生活。

经历了炮火连天的战争岁
月，见证了党和军队在和平年代
的光辉成就，如今的王凤鸣，感受
着新时代好政策带来的幸福生
活。“村容村貌越来越好，农民的
腰包渐渐鼓了起来，现在追求的
是精神文化生活的提高。当年战
士们艰苦卓绝用血肉之躯打下的
江山，值！”

采访时，王凤鸣的女儿王桂
华对记者说，父亲这一生为子女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父亲经
常和我们讲，他上战场是为国家、
为人民应尽的责任。”/吉林日报记
者 赵梦卓 实习生 滕浩锋 报道

按照全省“三早”行动安排，
近日，副省长安立佳、蔡东分别率
领调研组来到延边州和松原市，
开展“三早”行动夏季踏查，要求
各地抢抓当前项目建设的黄金
期，聚焦“落地、建设、投产”目标，
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为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月4日至5日，安立佳一行
来到延边州敦化市和珲春市，实地

踏查“三早”项目建设情况。在随
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安立佳对
延边州项目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他强调，要坚持不懈抓好项目
建设，在补短板、蓄动能、调结构、
促转型上下功夫；要坚持不懈推进
项目落地，抓好序时进度、专项债
券项目、项目入库纳统；要坚持不
懈强化项目储备，持续强化招商引
资、深化对口合作、谋划重大项目；

要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坚决守
住“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底线，着
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7月29日，蔡东来到松原市，
先后深入吉林油田双坨子储气
库、长太高速公路、查干湖生态保
护等项目现场，实地踏查“三早”
行动夏季进展情况。蔡东指出，
要在思想上进一步振奋精神，把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视

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穿始
终；在工作中进一步突出重点，精
准推进下半年投资和项目建设，
重点抓序时进度、项目开复工、专
项债券项目等工作；在布局上进
一步开放合作，高质量做好项目
储备和招商引资工作。蔡东还就
做好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防汛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吉林日报记
者张敬源王欣欣报道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冲
击，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财政运行态势持
续向好。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地方
级收入533.2亿元，收入增速在全
国各省排名第17位，为2013年
以来同期最好水平，增幅在东北
地区位列第一。

“企稳”向好
我省财政收入实现稳步回升

1月份，我省财政收入同比增
长0.7%；受疫情影响，2月份，财
政收入同比下降39.7%。面对不
利局面，全省各级财税部门快速
反应。

“我们成立了组织收入工作
专班，客观分析疫情带来的影响，
创造性地开展全省财税联合会
商，指导各地各部门科学规范组
织收入，一季度全省地方级收入
降幅收窄至11.9%，迅速扭转了
疫情刚发生时收入急剧下滑的严
峻态势。”省财政厅副厅长王立东
介绍。

同时，随着疫情防控步入常
态化，我省企业生产趋稳、投资项
目增多、消费相对好转等经济运
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释放，特别
是工业经济持续回升，一汽集团
产值由负转正，对财政收入的支
撑作用不断增强，推动了全省财
政收入平稳运行。

一组数据，交出我省财政收
入稳步回升“成绩单”：

地方级收入稳步回升。上半

年，全省地方级收入533.2亿元，
同比下降8.7%，降幅比前5月、前
4月分别收窄2.3、6.2个百分点。
我省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增幅均
在东北地区位列第一。

主体税种降幅明显收窄。上
半年，税收收入降幅比一季度收
窄4.8个百分点，其中5月、6月当
月税收收入均实现正增长。上半
年，全省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分别同比下
降20.4%、3%和16.1%，降幅比前
5月分别收窄2、5.7和4.1个百分
点，对全省财政收入平稳运行发
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县（市）收入形势明显好转。
上半年，全省县（市）级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2.9%，增幅比一季度提
高6.6个百分点，实现由负转正。
39个县（市）中25个收入正增长，
增长面达到64.1%。

……

助企“减负”
全面落实减税降费

8月5日，大唐长春第二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发电车间，多台机
组正有序运转。作为省内装机容
量最大的电厂之一，来自疫情的
冲击也给企业带来不小的资金压
力。但伴随着减税降费政策的有
效落地，企业享受到增值税减免
527万元、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减
免461万元，共计988万元的税收
优惠，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火电厂最大的运行成本在于
购煤，在冬季，特别是今年1至4月
份，我们在购煤资金上出现缺口，
这将近1000万元的减税额度，可

以说是雪中送炭。”公司总经理欧
艳清说，税费的减免也为企业持续
履行央企社会责任，保供热、保发
电、保民生提供了很大助力。

大唐长春第二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只是我省助企“减负”的一个
缩影。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
在依法依规组织收入的同时，我
省全面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全年预计将为企业减轻税费
负担约291.4亿元。

其中，降低个体工商户增值
税征收率，减免房产税和城镇土
地使用税等减税政策，预计减负
约75.6亿元；落实阶段性减免企
业社会保险费、职工医疗保险费，
以及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政策，
预计减负194.8亿元；落实降低企
业用电成本政策，预计减负近
16.8亿元；落实免征2020年全年
文化事业建设费等政府性基金调
整政策，以及降低行政事业性收
费标准政策，预计减负4.2亿元。

优先“保障”
重点支出进度快于全省财
政支出平均水平

上半年，全省财政支出同比
下降6.1%，降幅低于地方级收入
2.6 个 百 分 点 ，完 成 预 算 的
50.1%。其中，与疫情防控密切相
关的公共卫生支出同比增长
82.8%，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
康、城乡社区、交通运输、粮油物
资储备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优先
保障，支出进度快于全省财政支
出平均水平。

“我省全面保障疫情防控各
类经费，筹措资金42.1亿元，按照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简化
拨付程序，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并
制定出台系列政策措施53项，范
围涵盖医疗救治、减税降费、稳定
就业等多个方面。”王立东介绍，
在保障疫情防控各类经费的同
时，省财政厅还制定了财政支持
复工复产施工图，对标国家和省
支持复工复产的政策要点，落实
举措和时限要求，强化财政金融
联动、加大财政贴息补助力度、落
实房租减免政策、扩消费拉内需
等对冲疫情影响，逐项梳理、逐项
调度、逐项落实，确保各项支持政
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同时，在加快政府投资预算
执行方面，我省通过加大财政预
算安排、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债券、
落实抗疫特别国债和特殊转移支
付直达基层等措施，大力筹措资
金，全力支持铁路、公路、重大水
利工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重
大项目建设。建立“三保”审核备
案等机制，加强风险研判，制订应
急方案。加大对市县转移支付力
度，积极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基
层财政运行风险。

王立东说：“下半年，全省各
级财政部门将继续落实积极财政
政策，切实加强财政收支管理，全
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多措并举支持复工复产复业复
市、全力以赴支持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坚决扛起打赢三大攻坚
战的财政责任、落实好资金直达
基层直达民生机制，为全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
坚强保障。”

/吉林日报记者 张雅静 报道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省领导赴延边松原开展项目夏季踏查

企稳回暖“减负”前行
——透视上半年我省财政运行情况

驰骋疆场 捍卫幸福
——老兵王凤鸣的故事

经济 新观察
坚定信心 抢抓机遇

铭记抗战历史
弘扬民族精神

为切实提高乡镇（街道）、村
（社区）的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
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夯实基层基
础工作，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和防
范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近日，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
乡镇（街道）、村（社区）应急管理
体系、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到2020年
底，所有乡镇（街道）、村（社区）健
全应急管理组织体系，打通应急
管理工作“最后一公里”，做到“五
有”，即“有组织、有人员、有制度、
有经费、有装备”，基本建成统一
领导、职责明确、权责一致、上下
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和网格化治
理格局，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明显加强，重大
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产安
全事故得到有效遏制，自然灾害
得到有效防治，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

《实施意见》要求建立应急管
理机构整合防汛抗旱、消防森防、
防灾减灾救灾等资源和力量，采
取独立设置或加挂牌子的方式，
组建乡镇（街道）应急管理办公
室，在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业
务指导下，负责辖区内应急管理、
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村（社区）“两委”在县（市、区）和
乡镇（街道）应急管理部门的指导
下，协助乡镇（街道）做好应急管
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

建立应急管理网格。整合现
有网格资源和力量，村以村民小
组、社区以300-500户居民为基
本单元划分为1个网格，将应急
管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纳入网格重要工作内容，构
建应急管理网格化管控体系，与
平安建设网格制结合，形成联防
联控、群防群治、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网格化治理格局。

建立应急指挥体系。整合原
有各类应急指挥机构，组建综合
性的乡镇（街道）应急指挥部，党
政正职为总指挥，分管副职为副
总指挥，相关工作部门为成员单
位，负责辖区内应急管理、安全生
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组织、指导、
协调等工作，充分利用应急指挥
平台、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
统，接报事故灾害信息，会商研判
事故灾害发展态势，统筹协调辖
区内事故灾害应急工作，统一指
挥辖区内应急队伍和力量，统一
调配辖区内抢险救援救助物资和
应急装备，第一时间做好事故灾
害的初期处置和救援等工作。

建立应急救援队伍。以辖区
内可调动的应急队伍和力量为基
础，组织乡镇（街道）普通民兵、医
院、学校及所属单位、企业等人
员，组建乡镇（街道）综合性应急
救援队伍，队长由乡镇（街道）长
（主任）兼任；组织村（居）民小组
长、普通民兵、卫生所（室）、学校
等人员，组建村（社区）综合性、松
散型兼职应急救援队伍，队长由
村（社区）主任兼任。应急救援队
伍主要负责辖区内灾害事故的先
期处置和救援、组织群众疏散等
工作，要根据辖区内自然灾害和
安全风险隐患情况，定期进行应
急救援演练，不断提高现场处置
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实施意见》

今年年底所有乡镇
（街道）、村（社区）健全
应急管理组织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