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通讯地址 长春市自由大路6426号 邮编130033
社办公室88600010 总编办88600333

第一编辑室88600606 第二编辑室88600611 第三编辑室88601188 东北风88600610 社会新闻部88600537 工业部88600502 财贸部88600505 政法部88600559 科教卫部88600560 群工部 88600539 文化生活部 88600513 体育部 88600869
广告许可证号(95)128号 夜班编辑室88600578 农村部88600509 记者部88600737 长春分社88600710 理论评论部88600500 摄影部 88600550 广告免费查询16801168 广告主任室88600727 88600700 广告部88600007 88600008 吉林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今日16版
零售0.80元

本报长春市零售报刊亭:新疆街与隆礼路口城晚报亭 13251701427 红旗街与和光路口城晚报亭 15567198996 亚泰大街与珠江路口城晚报亭 82951444 自由大路与乐群街路口城晚报亭 13756862046 清明街与重庆路口城晚报亭 13089101192 吉林日报发行处咨询电话 88601818

3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2015年8月20日 星期四编辑 王立新 王洪伟国内国际

据新华社利雅得8月18日电（记者王波）沙特阿拉伯卫生部18日通

报说，在过去24小时内，该国有10人被确诊患上中东呼吸综合征，另有1

人死亡。至此，沙特境内已有1115人被确诊患上中东呼吸综合征，其中

480人不治身亡。

沙特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近期出现快速增长态势。新发现的10名

患者均来自首都利雅得，其中1人为医护人员。

沙特激增10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

据新华社沈阳 8 月 19 日电

（记者石庆伟 彭卓）11名侵华日

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判决书正本，

19日在沈阳市档案馆向公众公

开。同时公布的还有3名日本战

犯参观沈阳、二战期间被日军俘

虏的澳大利亚战俘档案等。

沈阳市档案馆副馆长马凤云

介绍说，此次公布的档案是1946

年至 1948 年国民政府主席东北

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正

本，共计8件，涉及木村亀登、水

本匡、根本英和、中村信男等 11

名侵华日军战犯。“他们犯有对中

国人民实施酷刑、杀人、抢劫、破

坏财产等严重罪行，于1946年至

1947 年分别被军事法庭判处死

刑、有期徒刑等。”

此次公布的档案还包括斋藤

美夫、富永顺太郎、成野宏等3名

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到沈阳等地参

观的档案，共计6件。3人是新中

国成立后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

犯，于1964年 3月 5日至11日在

沈阳参观重型机器厂、高坎子人

民公墓、清昭陵等。

11名侵华日军战犯判决书正本公开

（上接第一版）
“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使政策和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

观规律，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姜有为在“三

严三实”专题党课上说，发改委是经济社会宏观管理部门，肩负着谋发展、

稳增长的重任。更要有大视野、大格局、大气魄，更要脚踏实地，真抓实

干、务求实效。以严的自我约束、实的工作态度，真干、苦干、实干，真正在

新常态下有新状态、新作为。

真抓实干找准问题是关键。省发改委坚持把思想理论武装作为专题

教育第一位的任务，注重通过组织学习统一思想、净化灵魂、端正态度、深

化认识。认真对照省委、省政府党组点出的“不严不实”问题，点准穴位，

坚持带着问题学习，通过学习思考解决问题，同时，发动全委上下进行深

入自我剖析和反思，解决深层次的认识问题，为扎实推进整改树起了“靶

子”。目前全委共查出6大方面22项“不严不实”问题的具体表现，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每人每个具体专题至少自查出2个“不严不实”的问题，并组

织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展开思想交锋，边学边改、边查边改、立行立改，确

保了专题教育的质量。

践行“三严三实”，贵在将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通过“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省发改委党组班子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思想作风进一步

改进，工作热情进一步激发，各级干部勇于作为、敢于担责，对“三严三实”

要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提升，积极主动作为，自觉服务于“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推动新一轮振兴发展，扎扎实实地落实和推进省委省政府交办

的各项任务，集中梳理出七大方面的工作重点：围绕稳增长，突出抓好经

济运行，健全经济运行调度体系；围绕调结构，突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促改革，突出抓好体制机制创新各项工

作，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围绕增投资，突出抓好投融资和项目

建设；围绕推进城镇化，突出抓好区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试点；围绕加强

生态建设，突出抓好节能减排；围绕改善民生，统筹抓好民生实事。切实

在统筹兼顾上下功夫，把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落脚点放在贯彻落

实好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各项发展改革工作上，紧紧围绕新一

轮振兴重点任务，把专题教育与做好当前发展改革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以

饱满的热情、坚定的信念、担当的精神、务实的作风，推动我省发展改革事

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点准穴位 真抓实干

8月19日，消防官兵向江泽国烈士

敬献白花。当日，在天津港“8·12”特别

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中牺牲的天津开发区

公安消防支队政治协理员江泽国烈士遗

体告别仪式在滨海新区汉沽殡仪馆举

行，来自天津市消防总队、滨海新区政府

和企业等有关部门的代表以及自发群众

400人参加。目前，在事故中牺牲的消

防官兵遗体告别仪式正在有序进行。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据新华社天津8月19日电（记者

李靖）8月 19日，国务院天津港“8·
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

灾爆炸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天津召开，对调查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调查组组长、公安部常务副部

长杨焕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

同志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以对党和

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科学严

谨的工作态度，依法依规彻查事故原

因，认真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深刻

总结梳理事故教训，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杨焕宁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坚

持“科学严谨、实事求是、依法依规、

安全高质”的原则，全力投入事故调

查，全面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人员伤亡情况及造成的损失，准确认

定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客观评估事

故应急救援情况，深刻总结此次事故

的教训，依法依规提出对责任人和责

任单位的处理建议。调查工作要讲

原则、讲效率，只要涉及事故原因、事

故责任的，不管涉及谁、不管有什么

背景，都要查清、查细，一查到底，确

保调查结论经得起科学的检验、法律

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给党和人民一

个负责任的交代。

据新华社天津8月19日电（记者

周润健 孟华）截至19日上午9时，天

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

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共发现遇难者

114人，已确认身份101人。其中，公

安消防人员19人、天津港消防人员

34人、民警7人、其他人员41人，未确

认身份13人。

失联者人数为65人，其中公安消

防人员5人，天津港消防人员44人，

民警4人，其他人员12人。

此外，目前共有住院治疗人员

677人，其中危重症伤员56人，累计

出院107人。

据新华社天津8月19日电（记者

孟华 周润健）针对有人反映的18日

降雨后在天津开发区道路上发现白

色泡沫的情况，环保监测人员启动了

快速筛查监测，没有发现异常。

18日，事故周边的天津开发区

出现了降雨，降雨后应急中心指挥

部接到多个举报，称开发区美华酒

店门前水面出现白色泡沫，担心是

否有污染物进入雨水后会对人体造

成危害。

据新华社天津8月19日电（记者

徐壮志 李鲲 毛振华）记者从天津港

爆炸事故救援部队联合指挥部获悉，

随着救援工作进入现场清理阶段，指

挥部对救援力量进行了重新编组，对

核心区危化品检测标定和外围居民

区入户侦测同步开展。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防化官兵、

化学专家和相关企业货主混合编组

的队伍已在核心区开展危化品搜寻

和标定工作，现场外围开设了核心区

进入人员的洗消站，大批急救车也在

现场待命。

据新华社天津8月19日电（记者

周润健 孟华）天津市副市长曹小红

1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消防战士周

倜已基本康复，幸存者韩凤群仍未脱

离生命危险。

周倜来自湖南，今年19岁，是天

津消防总队开发区支队的战士。8月

14日7时5分，他被从爆炸现场抢救

出来。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

崔静 田颖）记者19日从国家海洋局

了解到，目前最可能对海洋环境产生

影响的物质是氰化物。国家海洋局

已采取多项措施，防范大量氰化物入

海损害海洋环境。

专家分析认为，氰化钠大量入海

后会对海洋生物构成严重威胁，达到

一定浓度将导致鱼类等生物死亡，但

其在海洋生物体内残留时间较短，不

会在生物体中富集并随食物链传递；

此外，氰化钠在流动性较好的弱碱性

海洋环境中会快速分解为无毒物质。

新华社快讯 天津市委代理书

记、市长黄兴国说，将追认牺牲的消

防人员为烈士，就高的标准和高的原

则发给褒扬金和抚恤金。将建议在

事故现场建一个公园，让人们永远怀

念他们。

国务院“8·12”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

对事故原因责任查清查细一查到底
已确认101名遇难者身份 开展核心区危化品检测标定

据新华社罗马8月18日电（记者葛晨 王星桥）近年来，意大利关注中

国的程度明显提高，其中表现之一是当地多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把中国

作为重要内容加以介绍，有关二战历史部分更强调日本侵华罪行。

新华社记者查阅目前发行的意大利多种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发现中

国历史已成为当地教学重点内容之一。以文科高中广泛选用的教材《千

年》为例，这套教材的最新版本把二战历史安排在高中二年级，书中二战

章节一共26页，其中有关中国的内容为4页，位于整个二战章节的最后一

部分，包括约2000字的描述和6张插图。涉及中国现代史的图片包括

“1933年时的毛泽东”、溥仪和伪满洲国、伪满洲国“内阁”成员、1937年上

海街头的中日两军巷战等。

教科书中有关中国现代历史的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日本侵

华、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京大屠杀等内容。这本历史教科书明

确指出，造成30万人蒙难的南京大屠杀是“一场丑恶的屠杀”，“1937年的

南京大屠杀对亚洲而言标志着二战的真正开始”。教科书批评日本“修改

历史”：不仅一直拒绝承认犯下的屠杀罪行，而且在本国教科书中弱化、甚

至忽略入侵中国后犯下的其他罪行。

意教科书明确指出日本侵华罪行

（上接第一版）提升传统产业，助力企

业走上了高端发展之路。

腾笼换鸟让老工业区焕然一

新。一江清水从哈达湾蜿蜒流淌，一

片宜居新城拔地而起。吉林市将哈

达湾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冀东水

泥在永吉县建成投产、晨鸣纸业落户

金珠工业区、中钢吉铁重组进入实质

性操作阶段……

高扬“有中生新”、“无中生有”的

风帆，我省已告别“二人转”，唱响“大

吉剧”——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齐

头并进，医药健康、装备制造、建筑、旅

游并驾齐驱，服务业提升方兴未艾，新

兴产业培育风生水起。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

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将自主创新变成企业的“本能”，

成为竞争新优势。在长春迪瑞医疗科

技股份公司，一排排医疗设备小巧精

致，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这

些产品全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可以

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集团的产品叫板

比拼。

融入“一带一路”，我省开启开发

开放新纪元。大通道，大边贸，开发开

放，互联互通，“借港出海”，使珲春正

式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几年

来，珲春市“先行先试”，不断破除体制

机制桎梏，全面优化发展环境。近日，

获批开展全国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

点，这无疑是对珲春不断深化改革、大

胆创新的一种肯定。

新常态下，做好“加减乘除”新运

算，是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不

二路径。

争当现代农业排头兵

秋阳明媚，又一曲丰收之歌在吉

林黑土地唱响。

“吉林要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

兵！”总书记对吉林农业寄予厚望。

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成为吉林农业

奋进发展的强大动力。全省开足马力

三箭齐发，推进生产、产业、经营三大

体系建设，向农业现代化迈进。

“现在靠老把式种不了地喽。”榆

树市五棵树镇合发村陈卓成了村里的

风云人物，今年，他租了一架轻型飞

机，为600多公顷玉米喷洒农药。陈

卓说，过去，他两个小时才能喷洒1公

顷地，而飞机，一天可以完成100公顷

的喷药作业。

吉林以产粮大省著称，粮食人均

占有量、粮食商品率、粮食调出量和玉

米出口量均居全国第一。而沉甸甸的

荣誉背后，是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业

功能简单、产业链条短小的无奈。

今年，我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

基础，采取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林则

林、宜特则特等措施，加快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建设，让支撑农业发展的“骨架”

坚实起来，“立体”起来，“丰满”起来。

畜牧业开展全产业链开发，粮食

业开展精深加工，人参、食用菌、鲜食玉

米等特色产业项目“崭露头角”……一

大批具有优势和特色的产业跃上前台，

一大批农业产业化项目落地生“金”。

过去，土地被禁锢在笼子里，农民

守着“财富”过着贫穷日子。如今，土

地确权登记颁证，为农民撬开了利用

土地资源致富的新路子。

公主岭市万欣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薛

耀辉说，过去，他通过担保公司贷款450

万元，每年利息就15万元，还得抵押90

万元保证金。有了土地经营权证后，他

直接与金融部门对接，仅这一项就节约

成本20多万元。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农村

金融改革创新，让黑土地成为可以盘活

的资产，让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发展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成为现实，也使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活力持续迸发。今年，我

省将完成30％的农村土地确权登记

颁证任务，140多万农户从中受益。

东边虎啸西部鹤舞

8月的吉林大地，草木葱茏，满目苍

翠，吉林已开启绿意盎然的生态模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加今年全国两会吉林代

表团审议时嘱咐我们：优良的生态环

境是吉林的优势，要进一步抓好生态

文明建设，把绿水青山保护好，不断培

育新的发展优势。

从“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吹响

“绿色发展”号角到严防死守“生态绿

线”，我省开启生态文明建设的“吉林

模式”。

东部山区是我省重要的生态屏

障，森林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顶层，保护

生态就要从“林”做起。4月1日开始，

全省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

伐。封山育林，长白山被采伐了65年

的“疲惫”山林开始休养生息。

“河湖连通”让西部盐碱地由白变

绿——绿油油的稻田、青青的草地、清

澈的湿地，身价倍增。“河湖连通”不仅

是水利工程，也是地地道道的民生工

程、“生态富民”工程。

水至绿来，一通百通。湿地又

“活”了过来！向海、莫莫格两大湿地

补水后日渐水草丰茂，恢复勃勃生

机。莫莫格湿地的白鹤来了3800多

只，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鹤迁徙停歇

地。向海湿地多年不见的东方白鹳、

白头鹤等珍稀物种身影再现，小天鹅

一下来了600多只。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我省

对于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的重视，已

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2014年7月，省林业厅公布7段

东北虎活动视频；11月，吉林珲春东北

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拍摄到一

只野生东北虎的正面视频；2013年10

月，汪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到了

“一豹带两崽”的珍贵影像，这是国内

首次拍到“一豹带两崽”的野生东北豹

实体影像，在世界范围之内也属罕见。

数据显示，目前在我省境内监测

到东北虎有28只左右，东北豹42只。

与1998年中俄美三国专家在长白山

林区调查发现的东北虎6至9只、东北

豹3至7只相比，有了明显增加。珲

春、汪清地区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东

北虎、东北豹繁殖地。

天然林保护、林地清收还林、野生

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湿地

保护与修复工程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

的实施，为保护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更

好的自然条件。

一枝一叶总关情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要持之以恒把民生工作抓好，发

扬钉钉子精神，有坚持不懈的韧劲，推

出的每件事都要一抓到底，一件事情接

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

不舍向前走，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回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习近

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民生。

民生是指南针，时刻牵动着经济

发展的中枢。

夕阳余晖的映衬下，梅河口市一

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格外气派。汉

白玉的小桥直接通向一座古香古色的

凉亭，小亭边一条小河蜿蜒而过，不时

传出阵阵蛙鸣。

“新区建设得太好了，像阳光花园

一样，住在这天天都有好心情。”63岁

的于焕清大爷每天看着新楼一节一节

的长高，根本看不出来这是回迁楼。

梅河口市委书记庞庆波说：“棚户

区改造不是低水平的廉价小区，而是

高水平的宜居小区，我们从打造宜居

城市入手，每一处细节都设身处地为

百姓所想。”

松原市宁江区商天晨老人看着水

龙头里流淌出清澈的自来水，露出了

幸福的笑容。作为这里的老住户，这

些年他没少为吃水的事儿犯愁。

由于历史原因，我省许多地方二

次供水站供水设备陈旧，水压不足，水

质无法保障，居民意见很大。为从根

本上解决百姓吃水难问题，我省开展

了对城市二次供水市政引入管、老旧

二次供水泵站、二次管网、楼内管线以

及用户水表进行改造工程。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我省从

保障和改善民生入手，围绕群众最关

心、最突出、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坚持“民生为本”，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让百姓真切地体会到党和政府心向民

生的情怀。

汪清县菩提树工艺品制作培训学

校的教室里，逼真的丝网花卉装点着各

个角落，五彩缤纷。51岁的朴仁子正

耐心地指导学员制作各种手工艺品。

为了鼓励民营市场主体发展，支

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省变审批制

为注册制，涌现一批创业创新亮点。

“吉林大姐”家政服务、“吉林巧姐”手

工制作、“吉林网姐”电子商务已经成

为品牌，累计带动全省67万妇女就业

创业。

“要真正确保让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在吉林落地生根，取得实效。”省

委书记巴音朝鲁的话语再次点燃了

全省干部群众火一般的激情。

2700万吉林人心中激荡着一种

强烈的共鸣：乘着总书记重要讲话的

东风，吉林一定会回答好走出一条发

展新路的重大时代命题！

新华社曼谷8月19日电（记者李颖 陈家宝）根据中国驻泰国使馆19

日发布的最新消息，在曼谷爆炸案后失联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确认遇难，在

爆炸案中遇难的中国公民人数上升为7人。

中国使馆确认，截至当地时间19日18时（北京时间19日19时），已确

认5名大陆居民和2名香港居民在曼谷爆炸案中遇难。

泰国曼谷市中心两天前发生爆炸的四面佛神庙19日上午重新对外

开放，四面佛所在的拉差巴颂路口也恢复正常通车。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受爆炸影响，四面佛的下巴和其中一只手臂受

损，受损部分尚未完成修缮。来访游客数量较之前大幅减少，更多的是来

此祭拜和祈福的人。

17日晚发生在曼谷四面佛神庙附近的爆炸事件已导致至少20人死

亡、120多人受伤。遇难者中除中国公民外，还包括泰国、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等国公民。泰国总理巴育说，这是泰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

曼谷爆炸案 7 名中国公民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