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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给予资金支持，实施
人才公寓建设、全面服务人才发展
……目前，净月高新区坚持以“筑
巢引凤、聚才兴业”为目标，以产业
升级为方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
推动人才与产业融合向纵深发展，
人才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各类人才
加快集聚，为长春市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为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积蓄强
劲动力。

“本硕博都毕业于吉林大学，
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对长春这座城
市的热爱，选择在充满活力的净月
开启职业生涯，而作为一名大学生
一毕业就能获得8万元的安家费，
真的很有归属感。”看好公司的发
展前景和优渥的人才落户政策，通
过一汽校招加入启明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近2年的郑义，为所在
单位和净月高新区打出“五星”好
评。作为科技创新型人才，郑义主
要从事自动驾驶前瞻性技术研究，

包括自动驾驶算法研发、云平台开
发、仿真/云仿真测试技术研究等。

人才队伍建设是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首要条件,作为上市企
业的启明公司深谙其道。那么，在
引才聚才方面有什么诀窍？启明
公司相关负责人给出了答案，该公
司是一汽集团的子公司，专注于汽
车企业的IT行业，是支撑集团公
司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单位。企业
在净月高新区强有力的支持下，在
人才引进方面给予优厚的安家费
政策，大力提升引才吸引度，并高
效审核提升人才满意度；开展国聘
行动专题宣传，大力提升企业形
象；举办吉大专场招聘会吸纳创新

人才等。
以创新发展为核心，净月高新

区经过持续深耕，“筑巢引凤”打造
创新人才聚集高地，这里亦成为科
技人才创新创业的沃土。“我的创
业事业在净月起步，从初出茅庐的
吉大博士后，到拥有数名博士加盟
的科技研发团队，企业在探索中不
断前进。”怀揣科技报国之心扎根
净月的吉林省建研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岩深有感触，“为了坚持
自己的发展特色，在科技成果转化
方面选择了一条‘崎岖’之路，所幸
无论是资源对接，还是政策落地等
方方面面，都得到区里的大力支
持，落户净月是最明智的选择。”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建
研科技致力于为信息化、数字化、
智能化行业提供解决方案。郑岩
这位“最强大脑”的带头人，拥有多
项发明专利，在他的带领下，企业
多次获得政府补贴、科研资助，尤
其是吉林省科技厅重大科研项目
《安防智能系统》立项获得100 万
元项目资金。郑岩说，将抢抓国家
自创区建设机遇，借助区里的好政
策，让企业快速成长。

净月高新区优渥的人才落地政
策，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广阔
的发展前景，吸引了移居海外，在创
业中深深扎根于生物医学领域的鞠
莉归国创业，如今她是诺尔曼医学
中心董事长。“净月高新区对平台的
建设给予高度的重视，区里协助平
台申请了‘打造科技资源支撑型特
色载体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升级
’专项资金的支持。”鞠莉说，在净月
高新区的大力支持下，诺尔曼医学
中心成功为引进人才申报了长白山
域外人才引进工程。

人才既要“引得进”，还要“留
得住”。净月高新区以十足的诚意
与看得见的政策引才、聚才、育才、

留才。出台“鼓励高层次人才集
聚”相关政策，针对院士等高层次
人才团队，最高给予1000万元资
金支持；实施“人才公寓建设行
动”，新建或购买人才公寓不少于
1800套、13万平方米；全面兑现
政策奖励。近年来，累计指导、推
荐100余人获评“吉林省部级领军
人才”“吉林省乡村振兴杰出人才”

“长春市政府特殊津贴”等荣誉称
号，争取上级扶持资金300万元，
1600 余名人才获得奖励资金
5100万元，激发了人才创新热情，
以最优的环境凝聚人才。

净月高新区将在完善人才引进
培育机制，全面服务人才发展方面
下大力气。下一步，将充分发挥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人才培养、引
进、使用中的体制优势，积极搭建引
才聚才平台，优化创新扶持政策，加
速各类高层次人才
集聚，为加快推动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贡献力量。
陈霖 照片由净月
高新区党工委宣
传部提供

净月：夯实人才支撑 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积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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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月新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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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月高新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为深入开展2022年“科
技活动周”消防宣传活动，进
一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消
防安全知识，提高广大群众
对消防工作的认知程度，提
升全民科学素质，5月24日-
25日，松原消防救援支队利
用新媒体直播互动方式，走
进基层消防救援队站开展以

“走进科技 你我同行 ”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

直播通过松原消防抖
音、微博平台同步进行。此
次直播活动分为装备展示、
车辆展示、灭火实践、紧急拉
动、营房参观等5大互动区
块，从高精尖消防器材装备
展示到消防救援站生活体
验，从大汗淋漓的日常训练
到放松休闲的娱乐时间，让
现场观众和线上网友更加全
面地了解消防救援队的生活
和故事。直播期间，广大网
友在宣传人员的带领下走进
西松原大路和新城东路消防
救援站，由队站负责人分别

就消防车辆、个人防护装备
和消防器材，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详细介绍了各种车辆、
装备器材的性能、功能和用
途，并依次演示了大家感兴
趣的水枪、水炮、无齿锯、机
动链锯、液压破拆工具等消
防器材。随后，还带领大家
参观了消防救援站营区、内
务室和训练场，让广大网友
真真正正零距离体验一把

“蓝朋友”的日常生活。
整场直播活动激发了广

大网友参与消防、学习消防
的热情，纷纷转发、评论、点
赞，收获一致好评。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消防供图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各类
儿童商品迎来了消费高峰，为引导
家长、儿童科学理性消费，依法维
权，省消费者协会郑重提示：科学消
费助成长，疫情防控勿轻视。

一、绷紧疫情防控弦。进入商
场、超市、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
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做好
个人防护，尽量避免直接用手接触商
品，可佩戴手套，或接触后及时清洁
消毒，避免用手触摸眼、鼻、口。

二、游乐场所需陪伴。儿童在

游乐场游玩时一定要有家长陪伴，
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身体状况，
选择适合的游乐项目。仔细查看
游乐设施使用说明，检查安全装置
是否存在故障或隐患，提醒孩子注
意有关事项。游乐设施出现故障
时要保持镇定，及时报警并听从现
场工作人员安排进行正确救援。

三、购买玩具看“3C”。选购
玩具时，应认真查看说明书、售后
服务等信息,对部分需要“3C”认
证的玩具，掌握产品是否具备

“3C”标志。
四、电玩游戏有节制。儿童长

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容易引起眼睛
近视等问题。家长应合理安排孩
子网络游戏时间，以免孩子对电子
游戏成瘾。给孩子选择“手游”前，
要认真查看游戏评级、年龄限制等
信息，不向孩子泄露家长的卡号或
密码等金融信息，定期查看手机话
费单、账户资金变动等信息，发现
异常及时处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
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相信大家
对这首童谣早已耳熟能详，这首童谣
意在鼓励孩子们要从小培养拾金不

昧的传统美德，而汪清县天桥岭镇的
6岁男孩明明就是这么做的！

5月28日，6岁男孩明明在家附
近玩耍时，捡到了一部手机。当时明
明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交给警察叔叔，
于是在妈妈的陪同下把手机送到了
天桥岭森林公安分局青松派出所，希
望警察叔叔能够帮忙找到失主。

值班民警刘欣宇做好登记后，表
扬了小朋友拾金不昧的行为，并表示
一定会帮忙找到失主。而就在这时，
手机铃声响起，原来是失主刘女士打
来的电话。民警在向刘女士询问核

对手机的型号、品牌等相关信息后，
民警让其到派出所认领。刘女士领
回手机后，对小朋友拾金不昧的行为
连声称赞，同时也对民警表示感谢。

为了表扬明明拾金不昧的行为，
民警写了封表扬信送到了明明的学
校，希望在校的学龄前儿童能够以明
明的此举为榜样。据明明妈妈透露，
当时收到警察叔叔的表扬信后，明明
别提有多高兴和自豪了，他觉得自己
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董斌 延长才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警方供图

“查安全、稳价格、保秩序”

长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为助力长春市全面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切实保
障各类市场主体有序开展正
常经营活动，长春市市场监
管局于5月28日、29日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查安全、
稳价格、保秩序”专项监管执
法行动，对恢复营业的各类
生产经营主体、特别是新放
开领域的市场主体开展全面
检查，着力强化重点领域市
场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违规经营行为，全力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坚决确保市场
秩序平稳有序。

在此次专项执法行动中，
长春市市场监管系统共出动
执法人员4235人次，检查各
类市场主体14986户次，检查
特种设备503台套；受理各类

咨询投诉举报881件，均第一
时间核查办理；立案查处某超
市销售果蔬不明码标价案件
2件及某药店执业医师不在
岗销售处方药案件1件；提醒
告诫市场主体941户次，下达
各类《指导意见书》457份，发
现问题隐患233个，均已整改
到位，在此次检查中未发现销
售过期食品现象。

在全市各类市场主体全
面恢复正常经营、全市全面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前两
天，经过全市市场监管执法人
员放弃休息、加班加点的工
作，全市没有出现食品、药品、
特种设备等监管安全事故，确
保了市场秩序平稳有序，群众
消费放心安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王跃

松原消防开展宣传活动
展示“高精尖”器材

省消协发布“六一”儿童节消费提示

六岁萌娃捡到手机主动交到派出所
民警写了一封表扬信送到学校，萌娃非常自豪

“我的心愿是拥有一个文具盒，
能装下我所有的文具！”“我想拥有
一套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故事图书，
愿自己成为一名正直善良的人！”

“六一”儿童节将至，长春市西安桥
外军休所军休干部在得知春晖小学
部分学生的心愿后，纷纷伸出援手，
凝聚微力量 点亮孩子们的微心愿。

一份份礼物，饱含了军休干部
对孩子们满满的爱意，充分体现了
军休干部对下一代成长的关心与关
爱。耄耋之年的军休干部李金春还
通过视频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青
春的寄语。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军休所供图

长春市西安桥外军休所军休干部

助力小学生实现“微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