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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 中宣部
近日命名第三批50个全国学雷锋活动
示范点和 50 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并强调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使学
雷锋活动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落细落小落实的有效途径。

近 年 来 ，各 地 各 部 门 认 真 学 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组织
广大干部群众立足本职、爱岗敬业、
奉献社会，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涌现
了一大批雷锋式的先进集体和模范
人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
响。此次命名的第三批全国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是
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模范传承雷锋
精神、带头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杰出
代表和先进典范。

中宣部要求，要以命名第三批全国
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为契机，广泛学习借鉴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的先进经验，深入学习宣传学雷锋标

兵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
范带动作用，扎实深入开展岗位学雷锋
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实践，形成践行雷锋
精神、争创一流业绩的生动局面，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中宣部命名第三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一、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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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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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公园路街道

兰包路社区
青海省科学技术馆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一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志愿者

培训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乌

什县燕山运输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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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向阳

街道22－2社区

二、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厉莉（女）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
院民二庭庭长

张润秋（女） 北京铁路局北京南
站客运值班站长、润秋服务组组长

张楠楠（女）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
路小学教师

王金奎 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派

出所社区民警
关松发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

治县县委群工部常务副部长、编办主任
张永 河北省衡水中学外宣中心

主任
韩俊蓉（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山西省运城分公司总经理
郑加清（女） 呼和浩特铁路局乌

海车务段巴彦高勒车站客运主任
哈森高娃（女） 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政府督
查室主任

王彬（女） 辽宁省沈阳市文兴车
辆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刘晓云（女） 沈阳铁路局大连站
客运员

初建美（女） 国家电网吉林省电
力有限公司通化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
心抄表班班长

王淑清（女） 吉林省延吉市北山
街道丹英社区党委书记兼主任

牟清元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加格
达奇区公安局交巡警大队民警

颜立进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交警支队民警

赵晓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田明 中国石化江苏油田分公司
井下作业处试油测试大队工人

李银江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桂
五镇民政办主任兼敬老院院长

施志平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志愿
服务微笑亭志愿者

陈晗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共
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国秀（女） 安徽省来安县家宁
医院麻醉手术科医生

汪开宽 安徽省含山县运漕镇杨
谢小学河北教学点教师

叶世妹（女）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
区温泉街道金汤社区书记

程永林 江西省贵溪市公安局刑
侦大队副大队长

姜东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姜东
经济纠纷调解工作室主任

索建民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火车

站客运车间主任值班员
陈增喜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科

技局局长
田 郑州铁路局郑州动车段动

车组地勤机械师
易小涛 武钢集团程潮矿业有限

公司选矿分公司甲工区丙班值班长、
技师

柏英瑞 湖北省黄石市磁湖法律
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刘映先（女）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
区侯家塘街道廖家湾社区居委会主任

贺晓英（女） 湖南省张家界市桑
植县洪家关白族乡光荣院院长

贺运河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
合医院急诊科主任

任永全 广东省广播电视台珠江
频道副总监

何乃柱 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社
会工作教研室主任

王学广 海南省定安县母瑞山革
命根据地纪念园园长

罗建 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局双凤
镇派出所民警

杨展 重庆市渝中区质量技术监
督局特种设施安全监管人员

李国华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瑜
华种养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谭昌志 四川省绵阳市国家高新
技术开发区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清
掏工

江和鲲 中国南方航空贵州有限
公司飞机维修厂技术管理室主任

唐维伟 云南省昆明市延安医院
实验员

嘎玛白姆（女） 西藏自治区拉萨
市堆龙德庆区中学教师

韩宏伟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陕西
省宝鸡市陈仓区分公司投递组组长

步雁（女） 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
究馆员

於若飞 甘肃省蓝天救援队队长
贾乃岳 青海省玛可河林业局森

林公安分局政委
吴保民 宁夏回族自治区义工联

合会副会长
王桂珍（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州呼图壁县“阿同汗”志愿服务队
队长

李乐（女） 新疆石河子大学药学
院副教授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第三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名单
（各50个）

（上接第一版）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 年，我国加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
动力。

在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
增效方面，中央财政安排1000
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
职工分流安置，2016 年安排
500亿元。这项工作由财政部
负责，去年已安排500亿元。

在努力改善产品和服务
供给方面，报告明确，推进 5
万个行政村通光纤。这项工作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已完
成55175个。

深挖国内需求潜力

2016年，我国深挖国内需
求潜力，开拓发展更大空间。

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报
告明确，完成铁路投资 8000
亿元以上。这项工作由发展改
革委负责，实际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8015亿元。

报告明确，公路投资1.65
万亿元。这项工作由交通运输
部负责，完成公路建设投资
1.7787万亿元。

报告明确，再开工 20 项
重大水利工程。这项工作由水
利部负责，实际开工21项。

报告明确，中央预算内投
资安排 5000 亿元。这项工作
由发展改革委负责，已下达
5000亿元。

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用好 1800 亿元引导
基金，2016 年落实 500 亿元。
这项工作由财政部负责，实际
已签约金额517亿元。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
报告明确，2016 年棚户区住
房改造600万套。这项工作由
住建部负责，棚户区住房改造
实际开工606万套。

报告明确，开工建设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 2000 公里以
上。这项工作由住建部负责，
实际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
管廊2005公里。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去年，我国加快发展现代
农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在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方
面，报告明确，2016 年退耕还
林还草 1500 万亩以上。这项
工作由发展改革委负责，已完
成1510万亩。

在强化农业基础支撑方
面，报告明确，增加深松土地
1.5 亿亩。这项工作由农业部
负 责 ，实 际 增 加 深 松 土 地
1.5759亿亩。

报告提出，新增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 2000 万亩。这项工
作由水利部负责，实际新增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2182万亩。

在改善农村公共设施和
服务方面，报告明确，新建改
建农村公路 20 万公里。这项
工作由交通运输部负责，去年

完 成 新 建 改 建 农 村 公 路
29.256万公里。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2016 年，我国加大环境
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得
新突破。

在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
染方面，报告明确，淘汰黄标
车和老旧车380万辆。这项工
作由环保部负责，实际淘汰黄
标车和老旧车404.58万辆。

报告提出，化学需氧量、
氨氮排放量分别下降 2％，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
下降 3％。这项工作由环保部
负责，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
降2.6％、2.9％、5.6％、4.0％。

切实保障改善民生

2016 年，我国切实保障
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

贫困农户危房改造任务
是314万户。这项工作由住建
部负责，贫困农户危房改造实
际开工387万户。

在脱贫攻坚方面，报告明
确，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增长
43.4％。这项工作由财政部负
责，去年已下达 660.95 亿元，
同比增长43.4％。

报告明确，完成 1000 万
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任务，
其中易地扶贫搬迁建设200万
人以上。这项工作由扶贫办负
责，实际完成1240万农村贫困
人口脱贫任务，完成249万人
的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

在医疗、医保、医药联动
改革方面，报告明确，中央财
政安排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
金160亿元，增长9.6％。这项
工作由财政部负责，去年已安
排160亿元，增长9.6％。

报告明确，城乡居民基本
医保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380
元提高到420元。这项工作由
人社部和卫生计生委负责，去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
每人每年不低于420元。

报告明确，在 70％左右
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这
项工作由卫生计生委和国务
院医改办负责，去年 80％的
地市已开展分级诊疗试点。

报告明确，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财政补助从人均 40
元提高到 45 元。这项工作由
卫生计生委负责，去年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全国财政补
助人均达47.65元。

在社会保障方面，报告明
确，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
5％和8％。这项工作由民政部
负责，全年城乡低保标准分别
较上年底提高9.7％和17.8％。

在扩大就业创业方面，报
告明确，完成 2100 万人次以
上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任务。这项工作由人社部负
责，2016 年全国完成农民工
职业技能培训 2422 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甘肃兰州：

“治转提”抓作风 重服务促发展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我们今天是‘送法上
门’，今后咱们及时沟通，维
护劳动者和企业双方合法权
益。”2 月 20 日，甘肃兰州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
魏存富来到市一建公司，为
这家建筑企业的项目经理和
劳资负责人讲解“如何预防
农民工工资拖欠”。

从以前上门只为执法，
到现在主动“送法”，并对企
业容易发生的问题提前“开
药方”预防，兰州市劳动保
障监察支队的工作方法的变
化，成为近期兰州全市干部
作风变化的缩影。2017 年年
初，一场名为“治转提”的
专项行动在兰州市各党政机
构全面铺开。

“对于兰州来讲，干部
的 作 风 问 题 ， 已 经 到 了 非
整治不可的地步。”甘肃省
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李荣
灿表示，为解决作风顽疾，
兰 州 市 将 用 一 年 的 时 间 ，
开展“治顽疾、转作风、提
效能”专项整治行动，“向
全市干部群众释放一个强烈
的 信 号 ， 本 届 市 委 、 市 政

府 将 向 作 风 顽 疾 开 刀 ， 端
着 架 子 、 脱 离 群 众 的 ‘ 背
手干部’，发号施令、纸上
谈兵的‘挥手干部’，走马
观 花 、 工 作 推 脱 的 ‘ 甩 手
干 部 ’ 将 受 到 惩 罚 ， 让 他
们付出代价”。

记者了解到，兰州市把开
展“治转提”专项行动与“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紧密结合，
全市各级各部门对照市委确定
的“庸懒散慢混卡”6大类25
个方面问题，采取自己查、相
互点、开门找、群众提等多种
方式，积极查摆作风效能方面
的突出问题，并初步列出了问
题责任清单。

在排查问题过程中，兰
州市注重从人民群众的怨言
和呼声中发现问题，注重从
服务对象特别是企业及项目
单位的举报和投诉中发现问
题，深查背后的作风根源。

据初步统计，目前兰州
市级层面已挑选出各类招商
引资项目 231 个，市列重大
投资项目 175 个，城建项目
202 个，成为全市经济社会
转型发展的有力支撑。

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研究结果表明——

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治霾决定性因素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 霁

霾究竟从哪来？大气灰霾如何产
生？如何控制？3月1日，中科院“大气灰
霾追因与控制”战略性先导专项的专家将
相关研究结果及进展向记者做了介绍。
研究结果表明：空气质量总体向好，但复
合污染抵消了治理效果，能源和产业结
构调整是治霾决定性因素。该专项由中
科院在2012年启动，将PM2.5的生成、演
化和控制作为核心，以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地区为重点区域进行了研究。

研究及观测显示，2013年以来，全国
空气质量总体向好，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占比逐步降低，优良天数比例明显上升。
2013年至2016年，全国平均改善幅度在
30%左右，京津冀地区改善幅度更大。

为什么我们的实际感受却并不明

显？“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战略性先导专
项的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副所长贺泓研究员给出的答案是，“颗粒
物浓度还远未达到环境显著改善的拐点，
这是公众还没有明显感受到大气质量改
善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国中东部的部
分地区秋冬季节大气污染防控的形势依
然严峻，2016年北京冬季PM2.5浓度与前
3年相比没有显著降低。

复合污染导致环境容量下降，污染
排放是霾形成的内因。PM2.5来源包括直
接排放（一次源）和二次生成（二次源）。
PM2.5的二次生成是指排放到大气中的
气态污染物通过多种化学物理过程被转
化为硫酸盐、硝酸盐、铵盐等细颗粒物。
一些污染源虽然其一次颗粒物浓度不

高，但产生大量二次颗粒物，成为城市
PM2.5的重要来源之一。贺泓和他的研究
团队发现，在我国中东部地区，二次颗粒
物对 PM2.5 的贡献率常常高达 60%，在
成霾时二次颗粒物所占比例往往更高。
而目前对二次颗粒物生成的机制还有很
多不清楚的地方。

气象条件是雾霾形成的外因。出
现以低风速和逆温为特征的气象，雾霾
发生几率就会增加。资料统计表明，近
40 年来京津冀年平均风速逐年减小，
减小幅度达 37%，对京津冀污染物扩散
有利的北风频次和风速都显著下降。
另外，排放到大气中的 PM2.5 一定程度
上导致地表温度下降，而上层颗粒物中
的吸光性物质会提高该层大气的温度，

从而形成下冷上热的稳定大气结构，空
气对流减弱，进一步加剧污染形成。

由于霾治理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
点，实现空气质量根本好转将是一个政
府领导、科技支撑、企业实施、市场调
节、全民参与的渐进过程。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
施经验来看，要实现空气质量长期稳定
改善，大气灰霾治理需要加强针对性，
力争精准治霾。首先，发挥科技支撑作
用，加强多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其次，
一线大城市应把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
放在突出位置。此外，应加大我国北方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力度，大力防控农
村和城乡接合部散煤和秸秆燃烧导致
的季节性霾污染。

2 月 28 日，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

远西农副业基地高效农业蔬菜种植

园，菜农在温室大棚内种植无土紫叶

菜。淮安市通过引进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等方式，开发建设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成为集农产品生产、农业高

新技术研发推广、观光休闲旅游于一

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目前，全市

建成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35家。

周海军摄

江苏淮安：

科技带动农业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