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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军政军民团结是我们
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
团结，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长春是一座有着光荣
双拥传统的城市，自 1993 年以来，长春市已经
连续9 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这是军地
联合表彰的唯一国家级城市荣誉，近年来形成
的科技拥军、文化拥军、社区拥军、社会化拥军
等国家级拥军成果和典型。目前，在市委市政府
正确领导下，军地各界大力支持下，必将凝聚起
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的磅礴力量。

近年来，长春籍官兵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无私奉献，不畏生死，保家卫国，为进一步褒扬
先进，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和尊崇尊敬军人
的爱国拥军浓厚氛围，充分表达对长春籍官兵
及家庭的敬意，现将荣立三等功以上长春籍官
兵向全社会公布如下：

二等功人员
朝阳区：孟祥晨、程雷、李赐勋

南关区：李喆峰
宽城区：王小敏
二道区：钱琨
绿园区：杨鹏、杨松桥、杨林
双阳区：赵威
农安县：孙大伟、勾长亮、罗中华、张朝彬
九台区：梁向文、李树峰、张志环、董书博

三等功人员
朝阳区：许鹏、齐瑞麟、赵子源、周玉明、王

闯、姜一宁、曲胤丞、高铭键、伍楠、王翼、王子
华、纪仁杰、景洪亮、周茉、刘旭、郭亚、张智明、
麻可、王梓名、王闯、夏德强、王屹飞、郝星歌、王
剑安、王宇琦、周益如、王野、刘诚志、孟宪楠

南关区：郭蕴智、陈思岐、范珍、李杨、李子

奇、娄大光、曲智阳、金哲、梁凯、范得辉、张彤、
苏鑫、曹鹏飞、姜生、刘宪宇、孟令桐、陆逸恒、隋
吉越、李航宇、徐赟璐、张洪铭、刘远、张权、杨猛
壮、刘振鑫、王胜、李昕奕、熊明均、杨健、唐
帅、马铭一、陈正极

宽城区：曹永贵、孙鹏、刘天龙、张啸、郝贵
林、张武帝、谭贺、陈昱良

二道区：李明、孟繁举、潘洪玉、王赫、陈月
天、柳杨、朴南凯、董韬、张旭、王帅、刘作为、白
新伟（女）

绿园区：杨鹏、杨松桥、杨林、张世辉、赵广
宇、李长龙、关鹏、徐淮楹、董跃明、丛彬芝、谷清
岳、韩韬、徐龙、王惠、吴畏、赵园、康博、甘新泰、
于良、黄超群、方靖鹏、李鹏、庞博文、吴海文、杨
飒、代兴远、牛浩、李云双、孟翔民、王艺寰、石照

宇、李紫健、叶新宇、董可新、段东明
双阳区：赵威、肖瑶、张建鹏、马钰博、杨海

涵、李广旭、张朋、李旭哲、车哲旭、张冬生、蔡
光、张利、李大为、曲春男、王柏、素群

公主岭市：张启明、高利、杨兴龙、于航、李伟、
佟佳乐、赵明、李壮、张卓男、徐广席、周建、章朝兵、
张勋、于明辉、李响、王杨、曹宇航、黄立彬、王清双、
张国栋、孙佳欣、张洪维、何明、赵月、陈艳峰、王延
庆、朱万财、韩济鸿、段旭、刘金龙、张健、刘洪宇、
许明明、于柏涛、于海舰、刘一丁

农安县：刘宏图、金宇航、徐瑛健、刘艳飞、
孙建国、郑伟东、马东宝、刘刚、王强、张洪伟、张
轩铭、张震、金昌、杨富爽、苑文博、王明照、张珈
源、勾星棋、张连庆、张洪松、计大威、王磊、李振
天、闫庆、张明、程浩、常云达、刘岐、赵晓阳、边

广淼、李成、陈南平、荣政、车传师、王匡、董博
文、车胜、李连通、王博、于德春、王明东、韩兴
龙、郭明、张雨生

榆树市：王浩、隋爽建、王昭、王伟东、李刚、曹
玉伟、齐嘉楠、李鑫年、何远洋、王大亮、马洪飞、赵
雨刚、房金兴、田牧星、阚强、魏昊林、白凤鑫、王成
龙、黄晓飞、郑立信、马丁、吕健、黄晓飞、牟成爽

九台区：李建、李闯、张珧、王金玉、王明东、
那飞远、王博、杨海涛、赵兴旺、陈林海、王大博、
张德伟、宋立志、王玉斗、穆望、朱占新、齐兆明、
张国强、冯泽辉、石宇、李泓昊、陶宇双、尚小琨、
邢立康、马中原、王尧、田野、杨铭、魏晓东

德惠市：孙安辉、周文迪、姜伟、聂春明、苑
智会、盛广庆、李万涛、张远征、李海峰、高崇、
刘壮、杜野、张兴洋、杨文雷、赵一凡、李雪松、
滕越、宋景彬、赵井伟、史峰、郭旭、李铁硬、崔佳
彬、徐福强

长春市双拥办
2022年7月31日

长春卫国强军榜（2021年度）

食品安全无小事。今年，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将“明厨亮灶”改造提升工程纳入建设幸
福长春行动计划，制定下发了《长春市餐饮服
务单位“明厨亮灶”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2022—2024年）》，以繁华商业街区、A级旅
游景区等为重点区域，以学校食堂、大型和连
锁餐饮企业、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等
为重点单位，推进“明厨亮灶”改造。目前，我
市41526家餐饮服务单位中，已有27161家完

成“明厨亮灶”改造，学校食堂“明厨亮灶”覆
盖率达100%。

7月26日，记者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
作人员来到砂之船中东奥莱四楼餐饮区，透
明厨房、可视化大屏幕……几乎在每家店面
内，都能清楚看到后厨的情况。

在志明家辣椒炒肉店，花生、腐竹、香
叶、酸豆角等各式食材调料，被分门别类地
摆放在统一的收纳盒中；锅具、碗碟整齐地

摞放在灶台下，后厨墙壁上设有毛巾区分标
识牌，各种用途的毛巾一目了然；配菜、炒菜、
洒扫……后厨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忙碌，而这
一切，现场顾客都可以通过大屏幕看到。

“利用大屏幕将后厨展示出来后，受到
了顾客的一致称赞，大家都说这种做法好，
对就餐品质和食品安全更加放心。这对于后
厨人员也是一种监督，他们的工作能力和责
任心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志明家辣椒炒
肉店店长关子龙说。

老昌春饼店店长刘会每天到店的第一件
事，就是打开屏幕上的后厨实时监控，这已
经成为一种习惯。在这家店，除了实时监
控，还有透明厨房，后厨的制餐过程一目了
然。顾客也可以扫描店门外的二维码，在手
机端查看后厨情况。

“顾客更乐于扫描二维码观看菜品的制
作过程，他们大都给‘明厨亮灶’的做法点
赞，说这样的就餐环境有安全保障。另外，
这样做也能加强行业自律，在互相监督的过
程中提升企业竞争力。”刘会说。

在“明厨亮灶”改造提升工程中，我市
对新建、改建、扩建餐饮服务单位提前介
入，倡导并鼓励餐饮服务单位建设“明厨亮
灶”，明确告知具体规范要求，优化场所布
局，采用视频、开放、透明等形式将后厨亮
出来。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力推进‘明厨亮
灶’提升工程，继续探索‘线上明厨亮灶’，今
年年底，力争实现70%的改造率，让群众餐饮
消费更安全、更放心、更满意。”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厨房可视化 就餐更安心
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积极推进“明厨亮灶”改造提升工程

本报记者 李依南

本报讯 （记者丰雷）交流创造价值，共享赢得未来。
7月30日，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国际玉米产业高峰论坛
暨玉米深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公主岭市举行。

此次论坛主题是玉米精深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论坛汇聚国内知名院士、专家、学者百余人，聚焦国际
玉米产业发展形势，共谋玉米产业发展大计，引领玉米
全产业链高效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朱蓓薇、赵
春江、李培武、陈坚分别围绕“三物”融合发展与玉米秸
秆高效利用、玉米健康食品发展、未来食品与新一代发
酵工程技术、智慧农业与智能制造、粮油黄曲霉毒素风
险监测预警与绿色阻控等方面进行了主题报告。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公主岭市农业基础好、条件好、资源好、政
策好，希望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承担起国家粮食安全
的重任，当好农业战线的“排头兵”，为全国树立起一个
农业高新技术的榜样。

为将论坛引向深入，公主岭市还举行了吉林长春
国家农高区投资说明会，公主岭市相关负责人对吉林
长春农高区的建设、招商、人才政策等进行了推介。与
会嘉宾共同为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吉林农业大学院士专家工作中心、国家农业智能装
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工作站、公主岭市鸿翔种业
荣廷昭院士服务中心揭牌。

此外，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与吉林农业大学、先正
达集团中国、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
阿满食品有限公司、大连棒棰岛骏良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辽宁东亚种业共同签订合作协议。论坛期间，还进
行了院士专家座谈会、专题论坛、青年论坛等活动。

聚焦发展形势
共谋发展大计

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国际玉米产业高峰论坛举行

7月30日，备受关注的我市首条高标准
公交快速示范线东部快速公交线77路“驶”
入长春人的城市生活，记者搭乘首班车，第一
时间体验快速公交的便利与快捷。

当日一早，记者来到 77 路南部始发站，
一队全身绿色的新能源公交车已在此静静等
候。记者跟随乘客登上首班车，车前门入口
处显著位置设有智慧票箱，大家有序扫码或
持卡乘车。

“听说77路今天开通，我特意来始发站
体验。”家住锦绣东南小区的68岁市民王长
春难掩兴奋之情。记者了解到，东部快速公
交线 77 路所有营运车辆均采用新能源客
车，车厢内宽敞整洁，凉爽舒适。东部快速
公交线 77 路南起天普路，北至大学城路，
沿线途经南四环路、南部快速路、东南湖大
路、自由大路、吉林大路、北部快速路、东
环城路和龙湖大路，线路全长25.5公里，共
设26个站点，平均站点间距1020米。

公共交通是城市的“血脉”，公交优先是
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的重点。东部快速路作为
我市南北向的交通大走廊，承担着东部区域
南北向的快速交通联系，针对其早、晚高峰期
间桥上交通负荷大，但桥下主、辅路相对车流
量少的实际情况，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把公交
优先放在首位，加快公交基础设施建设，优化
公交线网布局，着力打造一条高标准快速公
交走廊，进而提升公交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
吸引和鼓励市民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跟随 77 路公交车行驶在独立路权的专
用车道上，一路畅行，记者特意记录了快速
公交的单程运行时间：从天普路站到大学城
路站，共用时74分钟。

“这车开得真快！”“以后上下班不开车

了，坐这个多好呀，省心省力。”“这么长的
路线才2元钱，真便宜。”一路上，众多市
民对77 路公交车快速高效的营运秩序和经
济实惠的票价赞不绝口。

“实在太方便实惠了，天天盼着它开通
呢！”在天勤路附近工作的市民于成新一上
车就连声感叹。“我在北湖花园住，平时上
班坐轨道交通 8 号线倒 1 号线再倒 4 号线，
还得步行 30 分钟左右。”于成新算了一笔
账：“坐轨道交通单程车费 7 元，77 路才 2
元，一个月下来能省200多元。”

东部快速公交线 77 路的开通运行，是
我市交通运输部门不断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

需求、持续增加公交线网覆盖等治堵保畅工
作的一项重大举措。下一步，我市交通运输
部门将加快推进轨道、公交、共享自行车站
点零换乘构建，不断提高公交分担率，打造
快速、准时、舒适、智慧的城市公共交通体
系，不断满足市民长运距、跨区域的快速公
交出行需求，不断优化调整公交线网，为城
市周边新建成区域提供公交出行保障，大力
营造绿色畅通、文明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

绿色 便利 快捷
——我市首条高标准公交快速示范线77路开通见闻

本报记者 丁 莉

东部快速公交线77路的开通，让沿线区域的居民出行更加方便。丁莉 摄

本报讯 （记者丁莉） 为了深入推进“幸福小区”
创建，7月30日，市城市管理局发挥职能优势，启动小
区环境提升行动，针对下沉包保服务区域的宽城区群
英街道5个社区46个居民小区集中开展环境秩序整
治，大力提升居民小区环境秩序。

据了解，本次小区环境提升行动将利用半个月对
群英街道辖区内小区环境开展“清仓见底”的整治：对
沿街商铺、楼道、庭院等公用部位堆放物进行集中清
理，对生活、建筑、大件垃圾，卫生环境等死角进行集中
清理，对小区庭院沿街商铺、楼道、各类设施张贴的非
法小广告、乱贴乱画、违规牌匾进行集中清理，对小区
庭院违法构筑物、小仓房、小棚子进行集中清理；做到
开放小区内无渗液垃圾箱、垃圾池，封闭小区内垃圾箱
规范、封闭，推进垃圾分类设施配备，提高居民垃圾分
类意识；无下水管道堵塞、污水乱流，保持污水管道畅
通；清理“毁绿种菜”，对草坪、绿化带加强管理和维护，
对裸露的草坪及时补种绿化，绿化带修剪整齐，无黄土
裸露，对占用公共绿地“毁绿种菜”进行集中清理；在小
区庭院环境卫生整治后，开展全面消杀。

市城市管理局坚持“平战结合”原则，通过“幸福小区”
创建活动，推动城市管理工作向小区延伸，力量向小区下
沉，资源向小区投入，建立巡查、发现、报告、劝阻、处置等
全周期联动工作机制，着力解决小区环境秩序方面的突
出问题。通过深入推动城市管理工作进小区，着力打通服
务基层“最后一百米”，引导居民依法自治，参与城市治理，
增强共建共治共享的“主人翁”意识。

市城市管理局：

启动小区环境提升行动
深入推进“幸福小区”创建

本报讯 （记者丁莉）记者从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获悉，从7月末开始，长春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将联合开展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
产联合执法行动，全面落实各项生产工作任
务，为市民营造安全稳定的交通运输环境。

据了解，本次联合执法将突出重点领域的
安全监管，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标本
兼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道路旅客运输要
重点关注驾驶员操作行为的监管，严禁超速超
员、疲劳驾驶和分心驾驶；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要
重点关注源头监管，严禁车辆带“病”上路，严格
执行多部门联合治超惩戒制度，严厉打击各类
超限超载行为，尤其对“百吨王”要实行“零容
忍”，严管重罚、绝不手软；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要
重点关注常压罐运输和易燃易爆货物运输，严
把驾驶员和押运员持证上岗关。

联合执法行动将采取“零容忍”的态
度，对发现的问题边查边改、立查立改，对
重大隐患实行挂牌督办，确保整改一个销号
一个。力求通过本次联合执法检查，真正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个体经营者
安全驾驶意识，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全
力确保行业形势安全稳定。

边查边改 立查立改
我市两部门对道路运输开展联合执法

本报讯 （记者张鑫多）每天出动巡防警
力5658人、警车1288辆，加大重点部位巡防力
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92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856人，查处行政案件525
件……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来，
市公安局紧密结合我市夏季治安形势特点，全
面强化社会治安防控，重拳严打锋芒性犯罪，细
化分解9大类41项任务，广大民警辅警忠诚履
职、连续作战，推动打击整治取得实效。

行动中，市公安局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
重点打击什么”，采取多样宣传举措，实现安
装“国家反诈中心”App和反诈小程序605万
人，电诈警情同比下降40%，环比下降45.8%。

在强化打击的同时，全市公安机关更注
重整体防控，确保安全。加强对烧烤、酒吧、
KTV等148个夜间集聚区动态巡防、定点驻
守，及时发现化解纠纷，防止事件升级恶化，
给人间“烟火气”装上“安全阀”。

交警部门深化道路交通秩序整治，严打非
法改装车飙车违法活动，查扣改装车辆267辆，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5万余件，确保道路交
通秩序良好。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与气象、应
急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应急处置预
案，落实好96处低洼路段、易积水区域领导包
保责任，确保全市强降雨天气平稳度过。

市公安局：

深入推进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本报讯 （记者陈可炜） 近日，为进一步增强妇
女创业致富技能，拓展就业增收渠道，让更多妇女实现
居家灵活就业，深入开展送技能、送服务、送知识、送健
康活动，榆树市妇联手工技能培训班在大岭镇镇区村
闫家屯李海燕的家中开班。

李海燕告诉闻讯而来的姐妹们，通过草编每月可
以收入2000多元，守家在地，不耽误忙家务，还可以照
顾老人、孩子，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积极报名参加培训
班。培训班上，草编能手周亚文作为老师从钩织方法、
技巧以及花样等方面为大家进行讲解。

“我为群众办实事，巧手编出幸福来”。此次培训，
榆树市妇联将手工技能培训送到姐妹们身边，让她们
在家门口学技能，实现“守着家、抱着娃、挣着钱”灵活
就业。今后，榆树市妇联将积极响应妇女群众需求，常
态化开展妇女创业就业培训，激发女性创业创新内在
动力，提高妇女就业技能，让她们成为家庭发展的“女
能人”，农村邻里的“好榜样”，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榆树市妇联送技入户促就业

本报讯 （记者毕馨月 实习生赵倍聪）
“我看见冬天幽暗的光浮动，万物的寂静，都
在更深处发生。我看见我走出我，雪里脚印延
伸，折返时带回一枝火棘的猩红……”7月29
日，随着现代诗公园2022年度新诗入驻仪式
启动，本年度入驻现代诗公园诗歌将来馆的
10首新诗揭开神秘面纱，荣荣、小海、胡弦、
甫跃辉、李荣茂等10位诗人的诗作手稿被收
藏于馆中。

四川籍诗人李荣茂此番凭借诗歌 《桥
墩》入选，这对于在“第二故乡”长春生活
了 30 年的他来说，是一种褒奖与认可。
“《桥墩》是我回到四川老家时，看到一个
桥墩有感而发创作的。把桥墩拟人化为我自

己，以此激励自己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这
一点同长春为诗人开辟诗歌传播与典藏平台
的意义不谋而合。”李荣茂坦言，能在长春
成家立业、从事文化工作，是他人生的莫大
幸福，他表示：“这次活动办得非常好，长
春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文化做得很扎实，
这里的人思维也很开阔。”

第一次来长的诗人荣荣，也向这座她心
目中的“文化之城”递交上诚意之礼——诗
作《胶水》。“长春文化底蕴深厚，有很多所
大学，有很多文化名人，对于我们搞创作的
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地方。”看到一首首
诗作被镌刻在石头上，随时可供逛公园的游
人欣赏、品读，荣荣更是由衷点赞。

看到长春城市文化新地标愈发醒目、诗
歌创作力量蓬勃涌现，长春市作家协会主
席、《作家》杂志社主编、诗人宗仁发告诉
记者，自现代诗公园建成以来，通过开展各
类活动，诗歌已经和市民的文化生活紧密结
合。“市民在休闲娱乐、健身活动中能看见
诗歌，对建设文化创意城是一个很好的载
体。”宗仁发说。

活动中，长春出版社向现代诗公园诗歌
将来馆交付 2020 年、2021 年 《现代诗公
园》图集，众诗人热情地与市民交流互动、
签名赠书。随后，现代诗公园驻园诗人任白
作题为《我们为什么需要诗歌》的讲座，引
领诗友共同“收藏”这座城市的诗意。

10首新诗入驻现代诗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