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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常态化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
9月10日，福建省莆田市在对仙游

县枫亭镇一小学在校学生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时，发现2名学生检测结果呈阳
性。9月12日，泉州市、厦门市发现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自9月10
日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43例（厦门市1例、泉州市7例、莆田市
35例）；报告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2例
（莆田市32例）。为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科学精准做好全市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2021年8月26日以来莆田市
全域、泉州市泉港区；8月29日以来厦
门市思明区；9月6日厦门市同安区返
（来）白人员，必须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属
社区(村屯)和单位登记报备，如实报告
相关信息，提供活动轨迹和个人健康状
况，签订《疫情防控承诺书》，并配合落
实相关防控措施，对因瞒报、谎报造成

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责任。
二、各社区（村屯）要持续强化网格

化排查，对上述地区返（来）白人员立即
开展摸排登记，重点对与上述人员同一
时段行程轨迹交集返白人员进行全面精
准排查，严格落实相应管控措施。同时，
对无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上
述地区返（来）白人员，执行“落地即检”。

三、各类公共场所要认真落实常态
化疫情防控措施，严格做好人员“双码
联查”、测温、登记、工作人员健康监测、
疫情防控宣传等工作。各酒店、宾馆、
旅店、洗浴等住宿经营场所要主动排查
重点地区返（来）白人员，并及时报告。

四、此次福建仙游疫情发生在学校，
当前又正值开学季，要严格做好学校疫
情防控工作。各级各类学校要强化日常
排查，如果有师生与归国人员发生接触
的，要按规定实施相关防控措施。

五、提醒广大群众如非必要，近期
不要前往疫情发生地有关区域，确有特
殊情况必须前往的要及时向所属社区
（村屯）、单位报备，务必做好个人防
护。返程前主动向居住地所属社区（村
屯）、单位报告抵达日期，并配合落实相
应防控措施。

六、接种新冠疫苗是预防新冠病毒
传播的有效措施。请符合条件且尚未
接种疫苗的12岁以上人群，尽快到居
住地疫苗接种点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请广大群众要继续坚持科学佩戴
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等良好习惯。如出现发热、咳嗽、腹
泻等可疑症状，要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
提下及时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就医过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白城市常态化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1年9月13日

城市晚报白城讯 2016年，吉林省国土
资源厅把总投资1.41亿元的省级占补平衡
重点项目落实到大安市叉干镇民乐村。该
项目对1000多公顷盐碱地实施整治。如
今，曾经的盐碱地，变成了千顷良田，民乐村
富了，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

曲志良是土生土长的民乐村人，祖祖辈
辈都是农民，他对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情
结。他从未想过自己守着的那片土地，让曾
经收入仅够日常开销的他，会在城里给儿子
买两套楼房、给家里添置两台轿车。这一
切，都要从实施盐碱地土地整治后，他承包
的13公顷水田说起。

“到今年，我种了5年水稻了，第一年就
见到效益了，第二年纯收入20多万元，而且
年年收入都很好。看这长势，今年估计能收
入25万元左右。在没种水稻之前，我种的
是杂粮杂豆、苞米和高粱，改成水稻种植后，
收入逐年增加。”

过去的不毛之地，是盐碱地的真实写
照，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当地农业发
展，是促进农业增收增效的最大障碍。清华
大学盐碱地改良产业化平台华清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的科研专家们，以脱硫石膏改良专
利技术为核心，对这里的土地进行了改良，
让“碱巴拉”吃上“营养套餐”，将盐碱地变成
了聚宝盆。

“改良之前这块项目区的盐碱程度平均
pH值在9.5以上，改完以后当年pH值基本
上就降到了8以下，碱化度从27%降低到
15%以下，实现了春改春种，当年亩产基本
上每公顷都超过了9000斤。”清华大学盐碱
地区生态修复与固碳研究中心博士赵永敢
说。

改良后，民乐村给项目区内农民每人分
1公顷水田，并一次性流转土地481公顷，村
集体收入1700万元。

如今的民乐村，一碧千里，稻谷飘香，农
民的腰包鼓起来了，家家户户盖上了大瓦
房，买上了农用车，到处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接下来，我们计划在大安市的龙海片
区和小西北片区参与全域综合整治和西部
大项目的盐碱地改良，服务于国家的粮食安
全和大安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真
正做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华清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隋春江规划下一步
发展时说。 /王长志 江其田 报道

昔日盐碱地 今日聚宝盆

城市晚报白城讯“真心感谢白城经开
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设身处地为我们纳税
人着想，你们的热心帮助就像是一场‘及时
雨’，着实为我们解决了实际困难……”白城
圣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法人金天亮满怀
真诚地说。

日前，金天亮给白城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的工作人员送来了一面印有“真
诚服务暖人心，初心不忘为人民”的锦旗，表
达对办税服务厅税务干部的衷心感谢。

“8月初，正是我们业务最繁忙的时候，
在开具机动车发票时发现税控设备锁死、发
票开不出来，这可让我犯了难，于是我来到
经开区局办税服务厅进行咨询。受理该业
务的工作人员耐心询问我最近使用税控器
具的情况，并安慰我不要着急，一定会帮助
我尽快解决问题。”

“办税服务厅负责人姜铁铮在了解情况
后，发现是由于我对升级后的税控器具使用
不熟练，操作失误导致税控设备彻底锁死，
立即与税源管理股联系，在确定我并无其他
不当操作后，以最快的速度为我解锁税控设
备，让我在规定时期内成功开具发票。真的
是太感谢了，为你们高效的办事效率点赞！”
该企业负责人感激地说。

这面锦旗，既是荣誉，也是鞭策，它不
仅代表着企业对税务干部工作的肯定，更
是经开区税务局前行的动力。今后，经开
区税务局将继续秉持着“全心全意为纳税
人服务”的宗旨，持续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
更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实打实地为纳
税人缴费人解决实际困难。

/杨一 张名扬 报道

真诚服务暖人心

多方联动乐享消费
美好生活全城共惠
——吉林“98消费节”白城站启动仪式侧记

共赢：
盘活消费市场 推动经济繁荣

“本届‘98消费节’坚持利企惠民为
宗旨，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群众
参与’，推动形成群众得实惠、企业增效
益、市场添活力的共赢局面。希望参与
企业和商家要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谋划实施好各类营销活动，坚持诚信经
营，承诺的让利优惠要如约兑现。让我
们携起手来，齐心协力办好消费节、务
实担当大力促消费，为白城实现跨越式
高质量发展作出消费贡献！”启动仪式
上，市政府副市长赵楠的讲话，为此次
活动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赋予了
强大动力。

9月8日至10月17日，白城市依托
首届吉林“98消费节”，着眼于白城消费
市场实际，紧扣“鹤舞金秋·惠聚白城”
主题，同步联动开展系列多板块消费促
进活动，重点打造餐饮消费夜经济融合
发展路径，助力白城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坚持利企惠民为宗旨，通过
此次活动，让群众得实惠、企业增效益，
不断满足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对于本次消费节，市商务局市场运
行科科长陈兆权信心满满。

联动：
发挥多方力量 全力助推活动

为全力助推消费节向纵深开展，全
市充分发挥和动员各方力量，全员出
动，团结一心，确保消费节取得实效。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以市县消费
券配套资金为牵引，综合运用好政策效
应，培育消费热点、深挖消费潜力、创新
消费场景，扩大消费规模，形成企业提
效益、市场添活力，稳增长添动力的共
赢局面。

突出特色，培育品牌。全市上下共
同发力，多领域联动、各业态协同，紧扣
商品和服务消费两大主题，引导商圈、
特色街区业态聚集，带动零售商超、文
旅家装等服务主体广泛参与，鼓励电商
平台、网红直播等新业态竞相登场，彰
显白城特色。

效果延伸，推动入统。利用消费节
活动契机，密切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提
升服务质量，引导参与促销活动的达限
企业积极入统，全力推动群众积极参与
其中，不断扩充消费节广度深度和影响
范围，进一步促进全市消费市场繁荣，
助推全市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多元：
各种活动形式 燃爆消费市场

本次消费节，全市将采取多种形式
进行。由政府平台联合金融平台、线上
电商平台、各大商业主体平台进行多重
消费券发放，刺激消费，累计将发放
1120万元以上。还将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方式，拓展活动广度深度，不断提
高群众知晓度和社会影响力，全力推进
活动走深走实，让广大群众参与其中，
共享其中乐趣，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再上新台阶。

线上活动包括外卖“0.01元试用会
员”“丰收季大促”“月饼特卖”、惠民消
费促销、合作商家电子券抢购和满减活
动。线下活动共设置餐饮夜经济消费、
品牌消费、大宗消费、新型消费、家居消
费、成品油消费、美容健康、文化和服务
消费和本地特色产品消费九大板块，设
置美食街牌坊，开展美食优惠活动、“一
元菜品”“疯狂免单”“白城美食榜单”品
牌秋季新品展卖、“双节联动惠中秋·七
天乐享国庆节”采摘游、免单大奖、线上
红包、抵用券大派送、“浓情中秋·月圆
人团圆”促销、汽车经销企业、特色让利
促销、“约会国庆放价七天乐”特卖、“情
满中秋·乐享盛惠”特卖、“9月金秋装好
家”促销、白城丰收季·特色农产品网红
直播、品牌联盟推广、特色让利促销、

“贵宾卡送好礼”“特惠单品1元秒杀”
“开业品牌签售活动”“开业酬宾抽大
奖”“满额送好礼”、汽油电子券满赠、保
健品、器械、精致饮片满额赠券、翼支付
购药满减、“秋季购物节”、部分图书优
惠、订房优惠、洗浴会员充值赠礼和第
七届白城汽车博览会等多种多样、丰富
多彩的活动。

启动仪式现场，嘹亮的歌声不绝于
耳，欢快的笑声萦绕商场，各项精彩活
动引人入胜。明亮的灯光和飘扬的彩
球，预示着这次“98消费节”必将刺激消
费，拉动经济，在推动白城经济社会发
展的同时，让全市人民享受到最大的实
惠，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记者 李政孚 实习生 王鑫 报道

洮南：加强国防教育 开启新生“第一课”
城市晚报白城讯 秋高气爽，丹

桂飘香。9月开学季，在洮南市 3所
高中的操场上不时传出激扬的口令
声“稍息、立正、向右看齐……”这是
在洮南市人武部、教育局、退役军人
事务局的组织下，洮南市3所高中的
高一新生开学“第一课”——军训的
场景。

今年军训是在国家教育部、中央
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印发的《高中阶

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出台
后，首次聘用优秀退役军人担任军训
教官。接到洮南市人武部通知后，该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高度重视，从各单
位和今年退役士兵中精心挑选出10
余位政治素质好、形象气质佳的优秀
退役军人，经洮南市人武部的严格培
训后正式担任3所学校的军训教官，
指导学生进行为期一周的军事训练。

此次军训不仅是为响应国家关

于中学生接受国防教育的号召，弘扬
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更是
为了培养新生的意志品质、强健体
魄、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军训将
爱党、爱国、爱军教育内容与坚持“塑
形”与“塑魂”相结合，训家国情怀、训
战斗精神、训责任担当，增强了学生
军训的时代性、感召力，更拓宽了学
生国防教育的思路和领域。

/邰静敏 记者 张芙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9月10日上午，白城市欧亚购物中心一楼，彩球高悬，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行吉林
“98消费节”白城站活动启动仪式。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从草原来》《美丽草原我的家》……仪式上，歌曲、二人转、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吸引
了不少消费者驻足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