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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
根，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见证。

赓续百年来传承的精神血脉，
老区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征程中，谱写
了一组组铿锵的时代音符，奏响了
一曲曲激越的奋斗之歌，构筑成气
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信念，矢志不渝

江西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后
山，17棵松树苍翠挺拔。

上世纪30年代初，华屋村17名
青年参加红军，相约栽下17棵松
树。革命途中，他们壮烈牺牲，这些
松树被称为“信念树”。

当年24万人的瑞金，有11.3万
人参战支前，其中有5万余人为革命
捐躯，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就达到了
1.08万人。

从瑞金到延安，从鄂豫皖到陕
甘宁，从左右江到西柏坡……老区
的英雄事迹就是最好的叙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区和老
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这些牺牲
和贡献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中
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历史丰碑上。

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国民党
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还是日本帝国
主义的血色残暴，都挡不住老区人
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红色激流”。

回望历史，这样的一幕幕令人
无限感怀：陈树湘被俘后毅然断肠
自尽、方志敏身陷囹圄依然畅想“可
爱的中国”、瞿秋白高唱国际歌慷慨
就义……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便永
不熄灭。

2019年3月26日，革命老区广
西百色，乐业县百坭村驻村第一书
记黄文秀驻村满一年，汽车行驶里
程约2.5万公里。当天，黄文秀发了
一条微信朋友圈：“我心中的长征。”

经过一代代人接续努力，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华大地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
了绝对贫困问题。8年时间，近1亿
人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老
区人民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

始于信仰，成于奋斗，归于人民
——百年党史前进的历史逻辑，映
照着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使命，也
把爱党信党、永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印刻在老区人民心中。

深情，融于血脉

1934年10月16日，贵州困牛
山。100多名红军在山上阻击追敌，
但凶残的敌人裹挟老百姓做“人盾”，
步步紧逼。面前是强敌和手无寸铁
的群众，背后是悬崖深谷，怎么办？
红军战士抱定“宁死不当俘虏，宁死
不伤百姓”的决心，纷纷砸毁枪支，集
体跃身跳下70多米高的山崖……

一次次生死相依，一次次患难
与共，在革命老区这片洒满热血与
汗水、凝聚光荣与梦想的热土上，更
能读懂什么叫情浓于血，为何有党
民一心。

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
之势，到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
间与日军长达14年的英勇斗争；从
鄂豫皖苏区“二十八年红旗不倒”，
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吞万里如
虎；从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到伟
大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我
们党之所以能在一场场历史大考中
赢得胜利，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党
始终坚持深深植根人民、紧紧依靠
人民、不断造福人民。

不能忘记，战火纷飞的岁月里，
是老区百姓的红米饭、南瓜汤哺育
了党和军队，是老区百姓的小推车
推出了淮海战役的势如破竹，是老
区百姓的小木船划出了渡江战役的
气势如虹……

“苏区政权一枝花，花根扎在穷
人家；贫苦农民有了党，红色政权遍
天下。”闽西老区流传的一首红色歌
谣，见证着党与人民的一往情深。

我们更要始终铭记，新征程上，
始终恪守对人民的承诺，顺应人民
的期待，永远做老百姓“自家的党”，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的磅礴伟力。

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如
一人，则无往不胜、无坚不摧。

梦想，奋斗以成

今年“十一”前夕，兴泉铁路兴
清段、浦梅铁路建冠段正式开通运
营，结束了福建宁化、清流，江西宁
都、石城4个原中央苏区县不通铁路
的历史。

山河依旧，换了人间。从当年
用木头独轮车走羊肠泥土路，到建
成国家I级单线电气化铁路，苏区铁
路“大团圆”映射着红色热土的历史
性跨越。

这是一条圆梦之路，也是一条
奋斗之路。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
是在脱贫攻坚的路上，在党的坚强
领导下，老区人民总是以自强不息、
艰苦奋斗的顽强斗志，不屈不挠、敢
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在追梦路上砥
砺前行——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为了打破
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从军长到伙
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为解决食盐紧缺的困难，广大军民把
老房子的墙根土挖出来熬硝盐……

“政府只能扶持我们，不能抚养
我们，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是井冈
山神山村村民彭夏英常说的一句
话。靠着勤劳的双手，彭夏英如今不
仅脱了贫，还当选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代表、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

神山村这座昔日井冈山最偏远
的贫困村，也变身网红打卡乡村旅
游点。全村80％的村民参与乡村旅
游，人均年收入从4年前的不足3000
元到超过2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由
几乎为零增至50多万元。

时光流转，不朽的是奋斗精神；
重整行装，需要的是锲而不舍。

静静的茅坪河畔、八角楼前，一
棵高大的古枫常有游客驻足凝思。
这棵树长于石头缝，突破重压，长大
后竟把石头撑开，一百多年过去了，
依然生机盎然，一如矢志奋斗、顽强
不屈的革命老区……

历史已经写就，历史正在创造，
历史还将见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阔步行进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新征程的老区，锚定目标、开拓进
取，必将创造新的辉煌！/新华社北
京11月8日电（记者熊丰 余贤红）

今年以来，延边州紧紧围绕营商
环境以增强市场主体和群众满意度
为标准，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全
面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理念更新、标准
更高、审批更快、服务更优、措施更
实，打造“体制顺、机制活、政策好、审
批少、手续简、成本低、服务优、办事
畅、效率高”的良好营商环境。

“相关手续齐全，办理业务还有
专人指导，一站式办理特别方便。”
11月5日，在延吉市政务服务中心
一网通办自助区内，市民权威正在
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业务，

“我经常办理企业相关业务，以前要
跑好几个部门，耗时费力。”权威告
诉记者。今年，延吉市依托“吉林省
市场主体e窗通系统”继续做好各类
市场主体登记全流程“一网通办”，
全面实现企业登记、变更等业务“零
跑动”。

政务服务“零跑动”，为民服务
“增温度”。延边州本级政务服务大
厅对布局全面调整优化，驻厅部门

30个,各部门驻厅人员78人。延边
州本级37个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共
1251项,其中进驻综合性实体政务
大厅事项1050项；升级排队叫号系
统，自动识别身份证上年龄并实现老
年人优先排队,同时设置有声叫号与
无声叫号同步功能,为听障人士提供
便利；开设“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了
解百姓在办理政务服务事项中遇到
的难点、堵点,及时反馈并加以解决。

审批制度“加速度”，为民服务
“效率高”。延边州采取“三早三
先”，由综合窗口工作人员于企业申
报前上门指导准备申报项目的相应
材料，提早完成项目审批出证办结；
在综合窗口设立全程代办，为企业
从账号注册、信息填报、材料上传、
补齐补正到出证办结等审批“全生
命周期”各个环节提供“一揽子”打
包联办服务，实现企业办事“最多跑
一次”，现已为7家企业办理了全程
填报服务，涉及7个证照、22个主线
事项、84份材料。

信用机制“有保障”，为民服务
“显担当”。目前，延边州综合信用
指数87.66，连续10个月在全国40
个地州盟中排名第一。开通“一网、

一号、一平台”，按照信用数据归集
共享机制，全州归集共享各类信用
信息 1554.8 万条、公共事业信息
25.2万条；今年5月承办全国推广

“信易贷”模式，截至目前，全国“信
易贷”平台（延边站）入驻企业及个
体工商户61307户，累计放款2239
笔、共计74.14亿元。在全州22个
领域开展“信易+”工作。归集信用
承诺书5.72万份，对州内993家食
品生产流通市场、人力资源服务、企
业环境主体开展了全覆盖、标准化、
公益性的公用信用综合评价。

群众诉求“用心办”，为民服务
“办实事”。延边州开通全省首个市
县乡一体化的 12345 政务服务热
线，在线单位874个，办理人员2768
名，受理群众诉求37万件，群众满
意率均达到92.8%。健全12345热
线接诉即办和督办问责机制。制定
《延边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接诉即办”实施方案》；开设营商环
境专席，充分发挥营商环境监督员、
监测点作用，采取“热线+州委督
察+营商环境督察”形式，实现“多点
受理、联合督办”。/吉林日报记者
张敬源 实习生 杨佳琪 报道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
为健全完善劳动保护制度，
维护高温和低温条件下劳动
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
和谐稳定，全省正式发布高
温、低温津贴标准，高温津贴
标准为200元/月，发放时间
为每年的6月、7月、8月，共3
个月。低温津贴标准为200
元/月，发放时间为每年的1
月、2月、12月，共3个月，该标
今年12月1日起执行。

高温津贴适用范围为本
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
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
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
安排与之存在劳动关系的劳
动者从事高温户外作业，以
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劳动
者所在室内工作场所温度降
低到33℃以下，且连续作业4
小时以上（含4小时）的，应当
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低温津贴适用范围为用
人单位安排与之存在劳动关
系的劳动者从事低温户外作
业，且连续作业4小时以上
（含4小时）的，应当向劳动者
发放低温津贴。国家机关、
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中与劳
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
适用上述高温、低温津贴规

定，资金由原渠道解决。
用工单位原则上按月发

放劳动者高温、低温津贴，但
从事高温、低温作业的劳动
者因事假、旷工未提供劳动
的；在医疗期、因工伤需要暂
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期间、
年休假、探亲假、婚假、丧假、
产假、看护假、计划生育假等
未提供劳动的；其他个人原因
未出勤从事高温、低温作业
的，用人单位可按劳动者当月
实际出勤从事高温、低温作业
的天数折算高温、低温津贴。

用人单位当月临时安排
劳动者从事高温、低温作业
的，按其当月从事高温、低温
作业的天数折算发放高温、低
温津贴。用人单位安排非全
日制劳动者从事高温、低温作
业的，按从事高温、低温作业
的天数折算高温、低温津贴。

此外，原来已有高温和
低温津贴标准的，低于此次
发布标准的按新标准进行发
放，高于此次发布标准的按
原标准进行发放。最低工资
标准不包括高温、低温津贴，
高温、低温津贴计入工资总
额，在企业成本中列支。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报道

爱党信党 鱼水情深
——老区精神述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推进“一主六双”加快吉林振兴

聚焦营商环境

我省发布高温、低温条件下劳动者津贴标准
高低温津贴标准为200元/月
今年12月1日起执行

延边：厚植营商沃土 增添企业活力

为严厉打击交通运输领
域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交通运输
市场秩序，助力高质量交通
强市建设，现面向社会公开
征集非法从事班线客运、包
车客运和出租汽车客运，非
法从事机动车维修和驾驶员
培训，违法超限运输等行为
及交通运输执法领域涉黑涉
恶等方面的线索。

举报电话:12328
举报邮箱:
ccjtzfljxd@163.com
来访或邮寄地址:长春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法制处(吉林省长春市景阳大
路1599号)

欢迎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违法违规问题线索，自觉抵
制交通运输违法行为，确保
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共同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健康
稳定发展。我支队将对提供
线索的公民信息进行严格保
密。

特此通告。
长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
2021年11月8日

关于公开征集交通运输领域
违法违规行为线索的通告

近日，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从长春城投智慧城建科
技有限公司了解到，根据天
气和道路积雪清除情况，为
尽快恢复停车秩序，该公司
决定对全部路内停车泊位恢
复正常运营管理。

恢复时间:2021年11月
15日早8:00起正常计费；

恢复路段:城投泊车运
营管理的39条路段。

请广大车主知悉，合理安
排车辆停放时间。/城市晚报
全媒体记者陆续报道

长春市39条路段停车泊位
15日起恢复收费

长春社保局近日发布
工伤保险缴费通知，自工伤
保险职能划转以来，业务运
行基本平稳，按照惯例，工
伤保险缴费暂定每月 20日
（含20日）前的最后一个工
作日进行核定，请参保单位
自行确认缴费金额无误后
尽快到税务端缴费，缴费后
税务通常于3至5个工作日
内发给社保系统到账信息，
社保系统显示到账后方可
办理人员变更（每月 20 至

30日是缴费期，缴费期内大
厅和网报系统均不受理人
员增、减业务；1 至 20 日是
人员增、减变动期）。

通知特别提醒，近日，
发现一些工伤保险代办人
员建立虚假 QQ、微信和钉
钉群，宣传工伤保险虚假信
息，请市民切勿轻信，并关
注长春社保局官方渠道发
布的信息。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长春社保局
发布工伤保险缴费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