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丰县黄河镇涌泉村结合“百企
进百村”行动，秉承村企共建“美丽乡
村”理念，与驻村企业华欣庄园共同推
进柴草垛迁移场地5000余平方米，出
动迁移车辆 50 余台次，村企和谐共
建，确保柴草垛迁移工作取得实效。
截至目前，设立柴草垛堆放点5个，迁
移柴草垛 262 个、打包 110 个、就地处
理85个，在清理后的柴草垛原址设立
景观6处，种花6500株。

▲在迁移柴草垛的原
址修建景观、栽种花草美化
村屯。

▶集中存放点内堆放
的柴草垛井然有序。

本报记者 夏景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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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柳树下的村庄
本报记者 赵强

扫黑除恶应知应会小知识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通过三年不懈努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特别是农村涉黑涉恶问题得到根本遏制，涉黑涉恶治安乱点得到全面整治，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管理得到明

显加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升；黑恶势力“保护伞”得以铲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环境明显优化；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涉黑涉恶违
法犯罪防范打击长效机制更加健全，扫黑除恶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记者驻村蹲点日记

盛夏的乡村，被大自然
装点得绿意盎然。

7 月 20 日，是记者在西
安区灯塔镇谦和村蹲点采访
的第二天。

上午 10时，伴着花香馥
郁的和风，记者漫步在村 6
组。暖阳下，村道一侧的各
色百日菊竞相绽放，村道另
一侧淡黄色墙面尽显乡村风
情，令人倍感温馨，让来到这
里的人们回忆起家乡的样
子。

“现在俺村环境越来越
好了。”38岁村民李军说，以
前村里的外墙上时常会有乱
写乱画的标记和乱贴的广
告。今年，村里进行了统一
美化，把墙面都粉刷成了淡
黄色，看着干净不说，瞅着也
更规范了。

“可不嘛！不仅环境好
了，路也比原来宽了 4 米
多。”站在一旁的 55 岁村民
李金平忍不住插话说，早前
这条路没有排水沟，而且沿
路 2公里有不少旱厕和柴草
垛，一下雨满路都是泥水、深
坑，走在上面郁闷的心情可
想而知。现在，这条路边的

旱厕扒完了，柴草垛统一堆
放了，还修建了排水沟，再也
不怕下雨天门口积水出不了
门了。

李金平接着说：“俺家就
守着道边。原来家门口就有
一个垃圾坑，一到夏天蚊蝇
成群、恶臭冲天，那叫一个遭
罪。现在好了，垃圾坑被村
里填平后，还栽上了花草，俺
这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

随后，记者沿 6 组主道
路向西步行约 100 米处，看
到三颗粗壮茂盛的大柳树，
浓密的树叶在烈日下洒下一
大片阴凉。柳树底下，聚起
一伙乘凉的村民，有哄孩子
的，有靠着柳树拉家常的，也
有搬来一个薄板石头围坐一
起打扑克的。

57岁村民韩晓琳的家就
住在大柳树的对面。“这几棵
树，树龄都在几十年，是俺村
里的宝贝。”她一边打着牌一
边乐呵呵地说，“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这话不假。每年
一到夏天，大柳树下都围着
不少村民。白天下棋打牌，
晚上乘凉拉闲话，都会相约
在大柳树下。

西安区灯塔镇谦和村全面做好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精细化、定时化，提高保洁质量，营
造舒适干净、整洁优美的居住环境。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本报讯（记者 张莹莹）
根据龙山区委巡察工作统一
部署，2019年 4月 1日至 6月
17日，区委第一巡察组紧扣

“六围绕一加强”分别对区直
机关党工委、区司法局、区农
业农村局、东吉社区开展巡
察工作。7月17日，分别召开
巡察情况反馈会，向被巡察
单位反馈巡察意见，并提出
整改要求。

巡察中，发现被巡察单
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
党的政治建设、党的全面领
导有所弱化，落实党内议事
规则和决策程序不够严格规
范，党内政治生活质量不
高。二是党的思想建设，对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视程度
不够，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
不到位。三是党的组织建
设，从严从实抓党建工作的
意识不够牢，贯彻执行“三会
一课”制度不够实、贯彻执行
党内组织生活制度不够严、
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力度不够
强。四是党的作风建设，存
在文风不实的问题，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够严格。
五是党的纪律建设，工作中
存在履职不严，执行有关制
度不到位的问题。六是反腐
败斗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不够，执行党内监
督制度不严不实。

龙山区委第一巡察组提
出整改意见：要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切实加强党的领
导。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十九大精神，提高党对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力，确
保党的重大决策部署能够有
效落实。要认真落实党建工
作责任制，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严格执行党组织生活制
度，切实把党建工作各项要
求做实做细。要切实履行

“两个责任”，把从严从实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
事、应尽职责，全面提高管党
治党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区委巡察办相关领导强
调，要正确看待反馈问题，要
从讲政治的高度，虚心认领
反馈问题，诚恳接受意见建

议。要切实担当整改责任，
把整改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
务，积极担当起问题整改的
主体责任。要细化问题整改
措施，积极稳妥推进整改，立
即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科学制定整改工作方案，严
格履行整改程序，按时报送
整改材料，推动整改工作扎
实开展。要强化巡察成果运
用，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推动问题整改成果运用
到本单位工作的方方面面，
不断深化整改成果、提高整
改实效，实现整改效益的最
大化。要自觉接受各方面监
督，及时将整改情况在党内
通报、向社会公开，确保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

四家被巡察单位主要负
责人均表示，要深刻认识巡
察反馈意见的重要作用和重
大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责任
感和政治敏锐性。要针对巡
察办和巡察组领导的讲话精
神和巡察反馈意见，坚持问
题导向，逐个细化整改方案，
提出有效整改措施，切实抓
好巡察整改落实工作。要坚
持正风肃纪，健全作风建设
长效机制；要坚持强基固本，
狠抓党建重点任务落实。要
搞好结合，自觉把整改成果
运用转化与强化党的建设、
强化班子建设、强化监督管
理、强化作风建设融为一体，
真正把巡察成果体现好，运
用好。

龙 山 区 委 第 一 巡 察 组 向 区 直 机 关 党 工 委 、
区司法局、区农业农村局、东吉社区反馈巡察情况

图为通过无人机拍摄的鸟瞰覆盖西安区灯塔镇富强村、丰收村、古仙村的418.1公顷水
源涵养林。目前，水源涵养林栽植的五角枫、山里红、金叶榆、糖槭、海棠、山杏、花楸、云杉、
皂角、苹果、李子、红松果树、桑树、丁香等总计70万株，林木长势良好。据了解，西安区将用
5年时间完成4180公顷水源涵养林建设，在为饮水资源提供安全屏障的同时，也为西安区打
造农业生态观光游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
落实全国公安机关“践行
新使命、忠诚保大庆”实践
活动，近日，市公安局网安
支队积极开展排查网络安
全风险隐患专项工作，督
促全市各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重点单位落实网络安全
防护职责、履行主体责任、
强化网络安全防范措施，
于近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对医疗行业重点单位网络
安全执法检查工作。

为进一步落实医疗行
业网络安全的主体责任，
市公安局网安支队专门召
开了全市医疗行业网络安
全大会。会上，介绍了当
前网络安全形势，通报了
我市网络安全现状及存在
问题，结合《网络安全法》
对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
点单位履行网络安全义务
提出了明确要求。支队民
警针对全市 8家公立医院
和 15 家民营医院开展了

现场执法检查。在现场检
查过程中，执法民警采取
现身说法方式主动向各单
位相关同志讲解《网络安
全法》的相关规定，对各单
位提出的网络安全问题进
行解答，通过检查对存在
的网络安全风险隐患下发
了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
各单位依法履行网络安全
主体义务，提高了对网络
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范丹）

市公安局网安支队

开展全市医疗行业网络安全检查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全
市公安机关“践行新使命、
忠诚保大庆”实践活动、营
造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为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近日，市公安局东山分局组
织民警开展防范电信诈骗
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辖
区群众防范电信诈骗的意
识和能力。

“传统阵地+新型媒
体”宣传。组织民警深入社
区、企事业单位、行业场所

等开展反电诈宣传活动，并
充分利用公共平台发布防
骗警示信息，切实提升大家
防范电信诈骗意识。

筑牢“警媒协作+警银
互动”宣传。组织民警在银
行内部、ATM机旁张贴警
方防电诈宣传提示，并与辽
矿电视台合作开设防骗专
栏，定期播放防骗宣传提
示、典型案例、诈骗手法，不
断扩大受众群体。

筑牢“重点单位+重点

人群”宣传。组织民警积极
走访残联、金融、通信等相
关单位部门开展防诈骗宣
传，并以易受骗群体为重
点，集中开展专题专场宣传
教育，切实提升群众识别电
信诈骗能力。

此次宣传活动共走访
企事业单位、行业场所等单
位13家，发放宣传单500余
份，张贴防诈骗提示100余
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 （东轩）

市公安局东山分局

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推动中医药
健康文化的传播、增进群众
对中医药的认知，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施
两周年之际，东辽县开展了
系列宣传活动。

近日，在东辽县椅山卫

生院门前“中医药健康你我
他”活动现场，前来咨询的
人络绎不绝。有的咨询中
医保健知识，有的了解中医
养生疗法，有的现场学起了
中医手法按摩。

本次系列活动还包括

中医药健康讲座和中医体
质辨识、针灸推拿、刮痧项
目免费体验等多项内容，通
过以点盖面的讲解和亲身
体验向群众宣传中医药文
化，受到群众热烈响应。

（何伟钰）

东辽县开展“中医药健康你我他”大型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超）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快东北振兴指
示精神、促进城乡融合、加快
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由
省自然资源厅、团省委、省学
联联合主办，吉林建筑大学
承办的以“弘扬志愿精神·服
务乡村振兴”为主题的“2019
吉林省大学生村庄规划编制
志愿行动”之吉林建筑科技
学院“大学生村庄规划编制
志愿行动”小分队于 7月 19
日走进东辽县云顶镇水缸
村，进行了为期 4天的驻村
志愿服务。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 1
名指导老师和 4名大学生在

水缸村详细了解了该村的基
本情况，向村民们宣讲了《乡
村振兴的五大战略目标与途
径》《发展农村智能电网“十
三五”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
级工程》的重要意义，走访慰
问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他
们送去了米面油等生活物
资。同时，还为他们现场检
测排查家中存在的用电隐患
并给予了专业的整改方案，
有针对性的研究并提出了规
划编制的相关建议，为乡村
规划编制提供了基础支撑，
赢得了全村人的一致好评。

东辽县云顶镇水缸村党
支部书记田利文说：“省里这
个活动搞得太好了。派来这
些高校师生帮我们规划未来
发展，还走街串户到村民家

走访慰问，排查用电隐患，简
直就是村民们在三伏天里迎
来的‘及时雨’。”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电气
信息工程学院大三学生李超
群说：“这是我第二次来辽源
进行暑期社会实践的‘三下
乡’活动。2018 年，我们去
的是东丰县杨木林镇杨木林
村。辽源人很热情，空气很
新鲜。我和我的同学们愿意
为辽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感
谢辽源给了我们提升自我和
学习的机会。”

东辽县水缸村来了“及时雨”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大学生村庄规划编制志愿

行动”走进东辽县水缸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