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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白城讯 为进一步巩固“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关系，营造

“八一”建军节浓厚社会氛围，7月24日，白
城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的

“全城百店齐拥军”活动启动。
市政府副市长、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林海峰出席会议。
启动仪式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

责同志宣读了拥军企业名单；市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负责
同志与部分拥军企业代表签订了“拥军协议
书”并授牌；拥军企业代表和优惠对象代表

分别发言。
就更好推动活动落地生根、取得成效，

林海峰强调，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将这一拥
军惠军举措持续、深入抓好落实，确保取得
实效。二是搞好政策宣传，多角度、全方
位、深层次开展拥军政策宣传工作，让“全
城百店齐拥军”活动成为城市拥军新名
片。三是强化服务质量，各拥军企业要积
极主动地为广大现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
退役军人提供优先、优质的服务，积极打造
拥军服务品牌；市双拥办要做好优惠对象
和拥军企业之间的“传声筒”“润滑剂”，定

期对优惠对象进行回访，并把收集到的意
见建议及时反馈给相关企业，帮助其提高
服务质量，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使此项拥军举措取得良好的政治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我市全国双拥模范
城建设增添靓丽色彩。

据了解，活动中，我市拥军企业将推出
一系列拥军惠军举措，为现役军人、退役军
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优惠优待，以进一步
发扬光大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全面提高新
形势下的双拥工作水平。

/ 记者 李政孚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希望我的到来，能够
让向海湿地变得如我名字一般，美丽如春。”

带着这样的信念，在桃花源基金会支持
下，2017年1月，26岁的王春丽迎着凛冽寒
风毅然北上，注册成立了通榆县向海生态保
护中心，并在当地招聘12名村民组建了自
己的巡护队。

“来之前我是做过功课的，向海湿地面
积一度锐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就是由于人
为破坏，过度开垦、放牧、圈河湖养鱼虾蟹，
所以我是有做好遇到阻碍的心理准备，但
是，难度比我想象中大很多。”回想起巡河伊
始发生的事情，王春丽不无感慨。

曾经，由于向海河湖资源丰富，祖祖辈
辈沿袭下来的生活习惯，使得当地人格外爱
吃鱼虾蟹，在河道、湖泊中私设地笼、渔网更
是公开的秘密。数量庞大且陈旧的捕鱼工
具，不仅将水鸟的食物来源一网打尽，而且
威胁到它们的生存与繁殖，经常有鸟类被套
住困死。

于是，肩负恢复向海河湖林草生态重任
的王春丽，带领她的小分队出发了，日行巡
河50里。一旦发现有私设捕捞工具的，他
们就耐心劝说引导。然而，对于他们的宣传
教育，村民们更多的是不屑一顾：我们世世
代代这样生活，你一个外来的小丫头，凭什
么管我们？

既然劝说无效，那就采取行动。说干就
干，原本时尚靓丽的都市女孩换上了肥大的
工作服，深入到满是淤泥的泡子、没过腰际
的河道，与队友一起排查、打捞、清理捕鱼工
具，丝毫不知疲惫，反倒是因“收获”颇丰而
兴高采烈。

“队里就她一个女生，小姑娘来的时候

穿着打扮很洋气，后来为了巡河就和我们一
样变成‘糙汉子’了。”队友刘全通打趣着说
道：“不过人家小姑娘为了保护生态，不远千
里从城市来到农村，脏活累活啥都干，挺让
我感动的，毕竟保护的是我们自己的家园，
所以我就主动把我家的渔网销毁了，也告诉
家人不要去河里捕鱼了。”刘全通的行为一
石激起千层浪，在他这个榜样的引领下，清
理工作越发顺利。

针对丰水期水域较深、水底情况复杂等
不便，巡护员入水查看的水面，王春丽便引
进无人机开展巡护，不放过每一个可能存在
威胁的角落。4年来，在王春丽及其队员的
努力下，他们递交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
——134670.9千米的有效巡护里程几乎等
长中国大陆海岸线；632个累计19032米的

非法捕鱼工具被清除；35位非法捕鱼人员接
受处罚；违法捕鱼事件由最初的百余起降至
如今的个位数……

现在，向海河湖林草生态日益渐好，野
生鸟类重新选择向海作为它们迁徙繁衍的
家园：从未在向海境内出现的疣鼻天鹅已连
续4年在此繁衍生息，个体数量逐年增加；
而野生丹顶鹤自2018年以来，也将向海作
为自己的一个繁育基地。那个大家熟悉的
生机盎然的向海又回来了。

望着苍莽遒劲的蒙古黄榆、星罗棋布的
苇荡湖泊、翩翩起舞的各类鸟儿，王春丽说：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生命不息，她的坚持
就未有穷期，她愿意为这方土地燃烧热血和
青春。

/ 刘畅 王达惠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近年来，
镇赉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两级
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
级为企业”的部署要求，按照政
府主导、主体自愿、分类指导、有
序推进的原则，采取多种举措推
进“个转企”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截至目前，全县已发展“个
转企”82户，升级企业中公司类
型占比64.6%，五年总目标实现
52.9%，超出年度目标164%，让
民营经济从“千家万户”中不断
培育培养“精兵强将”。

树立“一盘棋”思想，打造齐
抓共管局面。全县上下统一思
想认识，把推进“个转企”作为优
化市场结构、催化民营经济发展
的重要任务来抓。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牵头成立了“个转企”工
作领导小组，构建了税务、公安、
财政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联

动机制。各成员单位加强信息
互通，按照“转型升级标准”精准
定位转企对象，按行业分别建立
重点转企培育库、引导转企培育
库，通过一体化的动态监测，持
续完善重点培育目标梯队，充分
挖掘“个转企”升级对象潜力，努
力为转型升级企业营造便捷、高
效的服务环境。

坚持“一口清”解读，确保政
策宣传到位。利用门户网站、微
信公众号、咨询电话、工作交流
群等载体，定期发布专题片和新
闻动态，全面宣传“个转企”工
作，向全县个体工商户介绍“个
转企”优惠扶持政策和办理流
程，确保服务对象应知尽知。分
批召开座谈会，集中约谈各行业
代表，对“个转企”政策进行面对
面解读，免除经营者对税赋提
高、手续繁杂等方面的顾虑，激

发经营者转企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针对个体工商户实际，帮助
谋划转企后发展路线，邀请成功
企业家和专家对“个转企”初期
企业出谋划策，引导“个转企”初
期企业良性发展，避免企业走弯
路、岔路。

推行“一站式”审批，提高注
册登记效率。突出关口前移，在
县政务大厅以市监局“个转企”
窗口为引领，为业主开通绿色通
道，集中统一受理个体工商户注
销登记和企业设立登记事项。
对原个体工商户和转为企业后
的登记档案合并归档，核发营业
执照时一并出具《个体工商户转
型证明》；放宽名称登记，最大限
度让个体工商户保留原有字号；
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若住
所不改变，转型企业无需重复提
交住所使用证明。通过精简办

事材料、压缩办理时限，实现“个
转企”和“最多跑一次”的有机结
合。

提供“一对一”服务，帮助
个体自愿转型。按照网格化管
理办法，由区块负责人对辖区
内较大个体户进行上门排查，
动员商户转型升级，对符合条
件且有转型意愿的个体工商
户，提供上门指导、上门登记、
发照入户等服务。构建转型企
业跟踪联络机制，开展跟踪回
访服务活动，及时了解转型后
企业经营状况，帮助解决生产
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不断巩固“个转企”成果。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积极
开展预约式线上服务，为服务
对象提供全程网络指导，确保
了“个转企”工作不断档。

/ 赵轶群 姜涛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盛夏时节的稻田地
里，稻浪翻滚，稻花飘香。为让水稻更好地
生长，有些稻农忙着给水稻喷洒农药，杀虫
除草，但在镇赉县莫莫格蒙古族乡元宝吐村
庆江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田地里，
社员们却顶着炎炎烈日进行人工除草工作。

通过近几年生态种植养殖，庆江农民专
业合作社找到了一条绿色农业发展之路，即
通过稻田改良，使用有机肥、农家肥、生物菌
肥，以及人工除草、稻田综合种养的方式，实现
了“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稳粮增效”的目标。

合作社理事长孟庆江介绍，他们采取人
工与自然相结合的方式，在稻田地里养鱼、
养蟹，既增加了养殖项目，又避免了除草剂、
除虫剂的使用。稻田所产的大米大受欢迎，
已经经销全国70多个城市。

据了解，稻田综合种养是一项投资小、
见效快、效益高、助农增收的好项目，通过稻
田综合种养，有效提高了土地和水资源利用
率，在增加蟹类产量同时，还增加了粮食产
量，让社员一举多得，增加收入。

合作社带领社员积极发展有机、绿色、安
全的农产品，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经济的“发
动机”、社员增收的“助推器”。/ 王志华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今年年初以来，白城
农行城区支行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增强服
务意识，在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同
时，大力支持个私业主复工复产，努力帮助
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解决资金不足问题，
使个私业主足不出户就能得到信贷支持，
促进了个私企业发展。

面对疫情，该行领导班子及时更新服
务理念，积极探索数字化领域服务思路，召
开专题会议，明确助力抗疫目标，确定服务
重点客户。该行班子主动走访市医保管理
局、烟草公司，了解我市烟商、药商在疫情
期间存在哪些困难，需要农行帮助解决。

该行成立了抗疫服务团队，明确思路、
明确目标、明确责任，疫情期间服务团队采
取打电话、发微信、发布短视频等方式进行
综合性服务，疫情缓解后，采取扫街式上门
服务方式，对个私业主量身定制，办理合适
的个人贷款。

截至目前，该行走访烟商客户187户，
有意向需求客户102户，已成功为85户烟
商提供信贷支持700多万元；走访药商87
户，有意向需求客户36户，已成功为29户
药商提供信贷支持400多万元；走访优质单
位4家，已成功为3家优质单位员工提供信
贷支持1200多万元。 / 陈明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7月21日，洮南市公
安局万宝镇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姜女士报
警，其前夫于7月20日深夜，将其不雅照发
送至万宝镇某驾校学员群，群内成员400余
人，对其本人名誉及经营活动造成严重侵害。

接到报案后，万宝镇派出所立即开展调
查。民警发现，姜女士与前夫张某离婚后，
张某多次对其进行骚扰。张某的行为影响
恶劣，给受害人姜女士造成了极大压力。对
此，办案民警通过大量工作，围绕张某个人
信息、行动轨迹进行研判分析，最终锁定张
某现居住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某小区。

得知张某落脚点后，万宝镇派出所一面
组织警力奔赴乌市进行外围摸排，另一面通
过张某家属、好友对其做思想工作，表明公
安机关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打击力度，告诫
张某主动投案、积极解决问题。

迫于警方压力，经家属多次劝导，7月
22日下午3点，张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
首。经审讯，张某对其全部违法犯罪行为供
认不讳。目前，张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
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 记者 姜宁 报道

白城市启动
“全城百店齐拥军”活动

微光成炬
——记通榆县向海湿地最美河湖卫士王春丽

镇赉县推进“个转企”改革
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春丽在劝返放牧农户

人工除草忙
水稻长势旺

农行线上放款
助力复工复产

男子离婚后
发前妻不雅照
民警依法对其刑事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