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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贺亚龙 特约记者 刘加

明） 近日，庆安县出台《村党组织书
记备案管理暂行规定》，就村党组织
书记选、育、管、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
定，激发内生动力，不断强化村党组
织书记的组织归属，有效提高了农村
党员队伍素质，推动农村基层党建工
作全面提升。

该县全面实行村党组织书记县级
备案管理，从人才选拔前的程序化备
案，履职情况全程备案，把村党组织
书记三龄两历一身份、奖惩、入党材
料、任免信息、县级9部门联审等内容
做到一人一册，由县委组织部统一管
理，确保档案无误。坚持把政治标准
放在首位，注重从本村致富能手、外
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本乡本土大学
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中的党员培养
选拔。截至目前，全县 14 个乡镇 93
个村党组织书记全部纳入县级备案
管理。

同时该县对村党组织及村务运转
程序机制做出硬性规定，将村党组织
书记权力纳入制度笼子里来监督。
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
人，依法依规赋予村党组织书记事
权、财权。该县 93个村党组织书记、
村委会主任一肩挑达 100%，进一步
压实抓乡村振兴发展责任。将村党
组织书记纳入各级党组织干部教育
培训规划，每年至少参加1次培训；使
村党组织书记进一步树牢“四个意
识”，增强组织观念、纪律观念、群众
观念、法治观念，明确工作职责任务，
切实提高履职能力和服务群众、带领
群众致富的本领，推动村党组织书记
队伍整体优化提升。

推行“承诺述职评议考核”制度，
村党组织书记每年都要接受民主评
议和组织考核，考核等次由乡镇党委
确定并报县级组织部备案。健全党
组织领导的村务监督机制，落实重大
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制度，建立健
全村党组织书记调整退出机制，并结
合实际建立村党组织书记档案，整治
慵懒散奢乱象。

海伦人民医院每天
可检测300份核酸标本

本报讯（曹闫飞 特约记者 马明超）日前，海伦市人民
医院核酸检测实验室顺利竣工通过质检，现已正式投入使
用，面向社会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

为进一步提升海伦市新冠肺炎防控能力水平，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根据海伦市疫情防控
常态化需要，按照国家和省、绥化市加快推进核酸检测实
验室建设，快速提升检测能力，保证高风险人群和社会公
众“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的要求，海伦市人民医院迅速投
入行动，在检验科设立了基因扩增实验室（PCR 实验
室）。实验室房间功能分别为试剂准备区，样品处理区，
核酸扩增区，产物分析区几个区域。同时利用检验科原
有结构和通风措施，加班加点改造房间，安装调试机器设
备，同步提前进行工作人员培训等，利用 10天时间完成了
各项筹备工作。

5月 4日，经过绥化市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小组检查，海
伦市人民医院核酸检测实验室获得批准正式投入使用，现
每天可以提供 300份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标本检测能力，预
计至本月底设备升级后可实现500至 600份核酸标本检测
能力。

海伦市人民医院按照新冠肺炎防控相关技术指南要
求，高效有序地开展核酸检测工作，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
持。同时做好检测人员和受检人员的个人防护工作，加强
常态化消杀，严防交叉感染，确保从样本采集、运送、接收、
检测各个环节检测安全，市民可提前一天通过电话进行预
约，预约成功后到核酸检测站采样窗口采集咽拭子，次日下
午可持条码到门诊一楼自助打印机处打印报告。

此外，海伦市人民医院为方便居民就诊，缩短群众就医
等待时间，避免人员聚集，防止交叉感染，还全面实行了网
上预约诊疗，错时错峰就诊，患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或在家
中通过手机实现预约挂号、在线缴费、查询检查结果、在线
问诊。

肇东交警大队启用
机动车PDA智能查验系统

本报讯（姜立春 高柏新 胡瑞）近日，肇东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试运行PDA机动车查验智能终端，旨
在全面落实公安交管部门放管服改革20项便民措施，规范
机动车查验工作。

这个大队对被检车辆首先进行车辆信息预录入，录入完
成后系统将信息发送到查验民警手中的PDA，查验民警利用
手中的PDA将车辆信息与系统公告信息比对一致后，点击
PDA 中的车辆识别码填写好车辆外观查验信息，并使用
PDA对车辆识别代码和车辆规定角度进行拍照，完成操作后
将照片和填写好的车辆外观查验信息传入后台查验岗，后台
民警通过审核后系统将打印民警电子签章的查验单方可办
理注册登记，完成查验全部流程。使用该系统以后，在办理
查验过程中，通过PDA，对机动车查验过程与机动车查验关
键部位现场拍照，实现了将采集车辆识别代号、照片等数据
向监管平台时时上传，PDA采集的信息经过审核后打印查验
记录表。

自启用机动车PDA智能查验系统，进一步规范了查验场
地，优化了查验流程，提升了交通管理服务便利化水平，提高
了机动车查验精准性。

5 月 13 日，北林交警大队向辖区
“饿了么”外卖骑手开展“一盔一带”
送安全、促文明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

在绥化“饿了么”运营中心，民警
为外卖小哥们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通过分析辖区的交通现状，总结出外
卖行业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通过
以案说法分析发生事故的原因及造
成的危害，提醒外卖工作人员在送餐
过程中，要做到“守规则、除隐患、安
全文明出行”。

杨健 全媒体记者 刘泽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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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
大学，副军级建制，是中国唯一一所以培养飞行人才
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的
综合性军事高等学府。2014年，毕业于绥化市第一
中学的吴征，以优异成绩被选拔进这所学府学习深
造。4年的学员生涯，一年多时间的空军战士，别看
时间不长，但刻苦努力，立志保卫祖国蓝天的吴征不
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大学和部队斩获
了16项荣誉。在2020年空军航空兵某旅首批新学
员集中改装BFM训练中，斩获“铁拳杯”空战竞赛第
一名。

吴征从小就有飞行的梦想，立志当一名飞行员，
保卫祖国的蓝天。随着2014年的高考结束，吴征的
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可他当真走进军校，当真接
触摸到真实的飞机时，他的心中还是有了一丝不安：
自己能驾驭得了这个桀骜不驯的战鹰么？但从小就
不服输的吴征也是从那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
世界上最优秀的飞行员。吴征在军校时的学习是刻
苦的，理论课的成绩每次都是名列前茅。然而吴征
也深知，一名真正的飞行员，光有理论哪行，飞上蓝
天才是最大的挑战。

刚接触战机，吴征还不满20岁。看吴征有些不
知所措，一位严厉的教官对他说：飞机都是有灵性
的，一定要爱护；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后来，当吴
征能够顺利起降了，那位教官又问吴征：你愿意把飞
行当成职业、事业、还是艺术呢？吴征当时有些不明
白：这有什么区别么？教官说，当成职业，遵守飞行
守则足矣；当成事业，则要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把它
飞好；而一旦当成艺术，则要把战机的性能发挥到极
致，你将体验到人机合一的完美境界。

飞行是一门艺术！这个概念深深地烙印在了吴
征的脑海里，在他的血液中奔流不息。从此，祖国的
蓝天上迎来了一位年轻而执著的激情舞者。吴征很
难忘记临毕业前的一次多机联合实战演习。那一
次，吴征们打“C位”（主攻手），而教官们给他们打辅
助。由于是第一次多机联合实弹演习，吴征还是有
一点紧张，第一次攻击偏离目标；经过教官们的指导
和纠正，吴征很快克服了紧张心理，在第二波攻击
时，吴征驾驶战鹰俯冲、瞄准、发射一气呵成，十几枚
火箭弹精准命中目标。由于吴征的出色表现，他被
现场教官们称赞为“雏鹰秒变战隼”。

由于在理论课和实战训练方面的出色表现，在
校期间和到部队服役后，吴征屡获殊荣：2015 年 6
月，被空军航空大学飞行训练基地评为优秀学员；
2017年11月，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目视单飞中被
评为“钻石级”飞行学员；2018年6月，被空军哈尔滨
飞行学院评为优秀学员；2019年4月，在空军哈尔滨
飞行学院对地攻击比赛中获得第三名；2019年7月；
被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评为“尖子学员”；2019年 7
月，荣获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三等功奖章、奖状。吴

征从走入军校至今的短短6年时间，获得的各项荣誉
多达16种。吴征的事迹也数次走上了《空军新闻》
《中国军报》《解放军日报》《绥化日报》等报刊。

2018年 11月 20日上午，空军招飞局沈阳选拔
中心刘主任一行来到我市，在市民政局和武装部等
相关部门领导陪同下，为吴征的家庭颁发空军“首
次评定飞行等级纪念”牌和“空军飞行员光荣家庭”
荣誉匾。刘主任对吴征父母表示祝贺和慰问，感谢
他们为空军培养了一位优秀飞行员，吴征真正成为
了一名三级歼击机飞行员，21岁，也是中国最年轻
的飞行员，这是家庭的荣耀,也是北林区、绥化市这
块寒地黑土的荣耀。刘主任代表部队首长希望他
们和部队要加强沟通和交流。同时，嘱咐当地民政
和地方武装部门为这个军属家庭提供必要的帮助，
及时解决困难和实际问题，为飞行员的成长解除后
顾之忧。

2019年新春佳节前夕的1月14日，市委书记曲
敏带领市区领导一行看望了吴征的父母，向他们表
示新春的问候以及吴征在部队获得三等功的祝贺。
曲敏书记说：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为国家
安全、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坚强保障是每一名军人的
神圣使命。军人光荣，优秀军人更光荣，吴征在部队
获得的荣誉既是家庭的荣誉，也是绥化的荣誉，更是
社会的荣誉，要把家庭的和谐基因、良善基因传承下
去，当好孩子的“领航员”，鼓励孩子在部队继续努
力，再立新功。

在紧张的理论学习和艰苦的训练之余，吴征还
坚持政治学习。他认真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对军队工作的重要指示，并融会贯通于自
己的业务学习的飞行训练中。2017年 12月 19日，
《空军新闻》报道了吴征在石家庄某旅飞行学院与学
员们共同学习贯彻十九大的精神，提炼要点，把十九
大精神精炼成《好好学习》最新一期报刊的事迹。吴
征对记者说，锻造铁血忠诚，练就打赢本领，以实际
行动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吴征最爱唱的歌曲是韩红的那首《我爱祖国的
蓝天》……春雷为我敲战鼓，红日照我把敌歼，美丽
的长空搭起彩门，迎接着战鹰胜利凯旋。要问飞行
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

让我们祝愿黑土地飞出的这只战鹰，永远翱翔
在祖国的蓝天上。

我最爱祖国的蓝天
——记绥化籍空军三级歼击机飞行员吴征

全媒体记者 李海军

近日，笔者走进兰西县星火乡阳光村
东长发屯的刘辉生猪养殖场，映入眼帘的
是整齐干净的圈舍、膘肥体壮的生猪和麻
利精干的饲养员。

“我们现有母猪41头，这几天正是母
猪大量产仔的时候，要精心管护好，受疫
情影响，我前期已经出售仔猪200头了，
今年计划出栏150头育肥猪、600余头仔
猪。”刘辉一边给母猪投放饲料一边说。

现年44岁的刘辉是星火乡阳光村人，
1998年高中毕业后，跟随父亲学习兽医，积
累了6年的养殖技术知识后，于2004年与
妻子走上了养猪自主创业之路。

刘辉勤学善问，潜心专研养猪知识，
阅读了大量养殖书籍，学习科学的养殖技
术。几年的实践积累和孜孜不倦学习，让

他有了自己的养猪方式。“市场变化会给
养猪户带来不小的风险，我们要学会根据
市场预测来安排生产，当市场低迷猪价低
时，我都会迅速淘汰旧品种、旧种群，引进
优质品种，加大仔猪的销售量，减少育肥
猪饲养量，而当市场走高时，就加大育肥
猪饲养量，减少仔猪销售量，最大化的规
避市场风险。”刘辉凭借着对市场变化规
律的准确把握，积累了丰富的养殖经验。

2015年，刘辉顺利创办了养殖场，拥有
了属于自己的“猪群”，目前占地2000平方
米，猪舍1300平方米，保育室、妊娠室、产
房、控温、消毒、污粪处理等基础设施日臻完
善，达到了现代化的规模养殖条件。

疫情期间，为了保证猪舍清洁干净，
刘辉夫妻俩一直在圈舍里忙碌着，在育肥

室里清理粪便，冲洗圈舍，在保育室里给
小猪的喂料器里添食，在圈舍里一遍遍用
紫外线消毒。“虽说自己学过兽医，但也不
敢马虎，特别是去年爆发过猪瘟，圈舍消
毒一定要做好，我们每天都得巡查圈舍，
观察每头猪的情况。”刘辉说。

“一个人富不叫富，要全村富起来了
那才是真格的。”这是刘辉常挂在嘴边的
话，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村民开始发展养
猪产业，他经常给养猪户赊猪、供饲料，传
授科学养殖技术，到养猪户的家里指导喂
养。“谁家的猪生病了，他都免费给看病，
何时要打预防针也讲得清清楚楚，还时常
将村里养猪户组织在一起交流经验，提高
养殖技术。”阳光村党支部书记曹卫平说。

如今，在刘辉的示范引领下，该村有

10户养猪人家通过养猪实现了增收，其
中贫困户林振江，在刘辉两年多的帮助
下，顺利脱贫住上了大砖房。

“疫情平稳后，我还准备继续扩大养
殖规模，把我的养殖场管理好，这样才能
吸纳更多的贫困户搞养殖，与乡亲们共同
发家致富奔小康。”刘辉信心十足地说。

刘辉：带领乡亲致富的养猪达人
殷菊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