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新跨越
第 25133 期（今日 8 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22—0001

2016 年 3 月

14

本报网址:www.chinajilin.com.cn
国外发行刊号 D776

星 期 一

邮发代号：11—1

农历丙申年

二月初六

二月十二春分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十二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13 日上午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
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
会议。
今天的全体会议应出席代表
2943 人，出席 2853 人，缺席 90 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从五个
方面报告了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
依法履职情况：一是认真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积极推进平安中国建
设；二是坚持服务大局，更好地适应
和服务经济发展新常态；三是坚持
司法为民，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元
司法需求；四是坚持从严管理，进一
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五是自
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人民法院工
作。
周强说，2015 年是全面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一是全面
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解决立案难
问题。二是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巡回
法庭建设，实现工作重心下移。三
是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建设，解决
诉讼“主客场”问题初见成效。四是

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加大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五是推进司法
责任制改革，提升审判质量效率。
六是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努力
破解执行难问题。七是完善法律统
一适用机制，提高司法公信力。八
是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进一步
提升法院队伍正规化、
专业化、
职业
化水平。九是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
改革，促进司法民主。十是深化司
法公开，推进阳光司法。
周强从五个方面报告了 2016
年工作安排：一是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积极推动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
实；二是始终坚持司法为民、
公正司
法，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全
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
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四是继续深化司法公开，加快建设
“智慧法院”；五是努力建设忠诚干
净担当的人民法院队伍，保障公正
廉洁司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
从七个方面报告了全国检察机关一
年来的主要工作：一是依法履行批
捕起诉等职能，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二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三是坚定

不移反对腐败，加大查办和预防职
务犯罪力度；四是努力增强对司法
活动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做公
平正义的守护者；五是深化司法改
革，
促进司法公正；
六是坚持从严治
检，
深入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
七是
自觉接受监督，确保检察权在法治
轨道上运行。
关于 2016 年检察机关工作安
排，曹建明说，一是坚持把防控风
险、
服务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保障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发
展；
二是下大力气破解难题、
补齐短
板，切实提高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的能力水平；三是坚持有腐必
反、
有贪必肃不动摇，
推动形成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四
是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维
护宪法法律权威；五是深入推进司
法改革；
六是打造过硬检察队伍，
提
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水平。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
席向巴平措主持会议。大会执行主
席乃依木·亚森、王东明、王君、尤
权、
巴音朝鲁、
乔晓阳、
杜德印、
李纪
恒、李盛霖、李鸿忠、陆浩、范长龙、
罗保铭、
赵正永、
赵克志、
姜异康、
贺
一诚、
骆惠宁、
夏宝龙、
殷一璀、
黄龙
云、
傅莹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记者李
宣良 孙彦新 王经国）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3 日下午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
调，把创新摆在我军建设发展全局的
重要位置，靠改革创新推动国防和军
队建设实现新跨越，是决定我军前途
命运的一个关键，必须全面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坚持战斗力标准，下
大气力抓理论创新、抓科技创新、抓
科学管理、抓人才集聚、抓实践创新，
以重点突破带动和推进全面创新，不
断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
会上，刘国治、庄可柱、梁晓婧、
杨波、王树、王娜、梁旭、刘新等 8 位
代 表 ，分 别 就 国 防 科 技 创 新 、新 型
作 战 力 量 建 设 、创 新 理 论 武 装 、新
型陆军作战能力建设、创新人才培
养、战略通道建设、军队管理创新、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他对“十二五”时期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
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强调指出，
“十三
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键时
期。全军和武警部队要全面贯彻党

我省全方位培育市场品牌

打造大米“ 白金名片”

我省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两高”报告
本报 3 月 13 日讯（特派记者曹梦
南）今天下午，我省代表团举行全体
会议，审议慈善法草案修改稿和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代表团团长巴音朝鲁，副
团长蒋超良、马俊清、房俐、车秀兰参
加审议。
会议在审议慈善法草案修改稿
后，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进行了审议。
巴音朝鲁代表说，周强院长和曹
建明检察长所作的报告，总结工作实
事求是、全面具体，分析问题客观严
谨、深刻透彻，安排部署科学合理、切
实可行，通篇体现了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体现
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和五大发展新理念，体现了积极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体现
了司法工作改革发展的实际特点，对
我们省做好法检工作具有积极的指
导推动作用。过去一年，最高人民法
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忠诚履行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各方面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效，

条件较好的松粮集团与周边
13 家企业组建“查干湖大米”产业
联盟，基地面积增长 3 倍，达 5.4 万
亩，稻谷年加工能力由 12 万吨扩张
到 30 万吨，并以产业园、产业联盟
和生态群众保护区、
“三农”小贷有
限公司等为支撑打造产业链。近年
来获得各类奖项 40 多个，2015 年跻
身“中国百佳粮油企业”。统一品
种、标准、品牌后，各企业生产的大
米，
质量稳定提高，
销售明显上扬。
连续多年全国产粮第一大县的
榆树市，与闻名遐迩的五常大米出
产地黑龙江五常隔拉林河相望，但
同样品种和品质的大米市场价格相
差近一倍。
(下转第四版)

司法服务；要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坚
持以人民呼声为第一信号，向执行难
全面宣战，
重点破解执行难问题。
杨克勤代表说，
“两高”报告充分
体现了心怀大局、锐意改革、司法为
民的工作理念。2015 年，最高检在服
务经济发展、加大反腐力度、深化检
察改革、加强人权保障、全面从严治
检等方面工作上取得了新突破。建
议“两高”在推进司法改革中，进一步
加大对基层司法工作的指导力度，通
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共
同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在推进信息化建设中加强协
作，及早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让
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共同提升
“互联网+”时代司法工作现代化水
平。
李树国代表说，
“两高”报告是让
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自觉接受
人大监督、忠实履行宪法法律的好报
告。
“两高”工作一年比一年好、变化
越来越大，工作的广度越来越全面，
工作的深度越来越精细化，服务大局
意识越来越强，司法为民措施越来越
实。建议明确省以下人大监督法、检
两院的工作机制。 (下转第四版)

辽源擂响脱贫攻坚战鼓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 赵蓓蓓）
“咱高兴村可真摊上高兴事儿了。
”前
不久，辽源脱贫攻坚包保组的几位工
作人员离开东丰县猴石镇高兴村后，
8 组村民邹志财逢人就乐滋滋地说。
邹志财以前办过猪场，红火了几
年，却突遇疫情，快出栏的猪一头没
剩，先前挣的钱搭进去不说，还欠下
不少外债，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看到扶贫工作组领导问得认真、看得
仔细，并且还制定了详细的帮扶计
划，邹志财说：
“这回我家的穷日子快
过到头喽！
”
自辽源市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
来，各级部门强化等不起的紧迫感、
慢不得的危机感，精准施策、倒排工
期，
制定路线图，
脱贫攻坚号角嘹亮。
目前，辽源确定贫困村 43 个，有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2843 人，因病致
贫占 80%以上，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致
贫的比例也较大。如何打赢这场硬

仗，加快脱贫致富步伐？面对难啃的
“硬骨头”，辽源倒排时间表，立下“军
令状”：到 2018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稳定实现农村贫
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方向明确，冲锋号吹响，辽源上
下迅速行动：市领导纷纷深入贫困村
进行调研、走访、慰问；东丰县共谋划
脱贫攻坚项目 23 个、总投资 1 亿元；
东辽县依托龙头企业打出产业扶贫
牌；龙山区抓住“造血”扶贫这条主
线，通过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林地清
收 改 制 等 措 施 ，帮 百 姓 算 好“脱 贫
账”；西安区充分发挥辖区内辽源职

业技术学院技能培训的优势，开展
“千人培训计划”，利用 3 年时间培训
“职业”农民上千人。
为了带动农民致富，吉林省东霖
草编文化产业公司将培训课堂、手编
基地设在了村部和农户家，以建基
地、带队伍、设网点为平台带动妇女
增 收 。 目 前 ，已 经 设 立 9 个 手 编 基
地，培育了 28 名手编经纪人，以经纪
人为点向周边辐射。
“脱贫攻坚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果，从辽源实际出发，在精准施策上
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
准落地上见实效。
”市委书记吴兰的
话语掷地有声。

文明和谐美家园

感知法治的温度

——我省代表委员聚焦城市生活话题

——两高报告中的六大民生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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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通道”之变彰显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
第四版·要闻

本版编辑 王立新 郭晓野

实施“健康米”工程。省政府下发了
《关于推进吉林大米品牌建设的指
导意见》明确吉林大米品牌定位，
组
建大米产业联盟，搭建电商平台线
上线下联动销售，全力打造大米“白
金名片”。
为让吉林大米在市场上火起
来，吉林省注册了“吉林大米”商标
和相关 LOGO 地理产品标志产品，为
大米起好名。在统一品牌下，突出
抓“西部弱碱大米、中部黑土有机大
米、东部火山岩大米”三大优质系列
产品，精选松粮、东福、梅河口等 7
户优势企业构建吉林大米产业联
盟，授权使用商标，资源共享，抱团
出击，合力打造品牌。

为全国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有力司
法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一定
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和法检两院报告精神实质，坚持
以改革创新为引领，切实加强和改
进法检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要更加注重服
务振兴发展大局，积极营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政务环境和法治环境；注
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
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注重保障
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注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高社
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注重加强自身
建设，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
的良好生态。
王常松代表说，
“两高”报告立足
法院、检察院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总结工作客观全面，部署工作重
点突出。过去一年，最高法依法公正
审理大量案件，比 2014 年上升 400 万
件；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革，初步取
得了较好成效；大力加强信息化建
设，提出建设智慧法院目标，方便群
众诉讼。今年法院系统工作，要重点
防控风险，服务发展，提高案件质效，
继续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提供

倒排时间表 精准施良策

今日导读

新华社长春 3 月 12 日电（记者
王存理 郭翔）吉林省调动各类要素
全力打造品牌，建立销售终端，扶持
产业发展，力图走出一条优质高效
的米业发展之路。在大米供需基本
平衡的情况下，实现了销售增长、
种
植户收入增长、价格稳中有增。
吉林省位居东北平原腹地，地
处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上游，水
质清纯，土壤洁净，优质稻米种植面
积 占 95% 以 上 ，自 然 条 件 得 天 独
厚。但长期以来，吉林大米沦入卖
散米，或为知名品牌“贴牌”的窘境。
2013 年以来，吉林省适应市场
经济新格局，以品牌化、精品化、全
产业链的生产理念，结合生态优势，

性、独特性的军事理论体系，为强军
兴军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习近平强调，我军必须高度重
视战略前沿技术发展，通过自主创
新掌握主动，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
发，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确
定正确的跟进和突破策略，选准主
攻方向和突破口，超前布局、超前谋
划，加紧在一些重要领域形成独特
优势。要抓紧搞好创新性、突破性
成果转化运用，把创新成果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习近平指出，军队能不能打仗、
打胜仗，科学管理起着关键作用。要
更新管理理念、完善管理体系、优化
管理流程，提高专业化、精细化、科学
化水平，推动我军向质量效能型转
变，
实现集约高效发展。
习近平强调，人才是创新的核心
要素，加紧集聚大批高端人才是推动
我军改革创新的当务之急。要积极
创新人才培养、引进、保留、使用的体
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以更加开放的视
野引进和集聚人才，努力培养造就宏
大的高素质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实现强军目标需要
全军官兵共同奋斗，推进军队改革创
新需要全军官兵共同努力。各级要
尊重官兵主体地位， (下转第四版)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小生意
小生意”
”做成“大买卖
大买卖”
”
“豆腐西施”
“蘑菇皇后”
“孔雀公主”……这是近年来
网民和农民们给予长春市一批返乡创业女大学生的美
誉。她们大学毕业后返回农村，
“结盟”创业，将农村传统
“小生意”做成“大买卖”，累计带动 2.5 万农户致富、1500
名农民就近就业。
上图“豆腐西施”卜睿
（左）在带领农民制作干豆腐。
左图“猪肉西施”隽明明在整理冷柜内的猪肉。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 摄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
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
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
略方针，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
法治军，加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
备，确保如期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目标。
习近平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是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必须摆
在突出位置。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
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
斗力的加速器。攻克制约我军建设
和改革的突出矛盾，需要以创新的
思路办法攻坚破难。各级领导要带
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推动创新、支持创新、引导创新，实
现国防和军队建设更高质量、更高
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
习近平指出，科学的军事理论就
是战斗力，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有科
学理论作指导。要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既开阔视野又不跟在别人后面亦
步亦趋，既开动脑筋又不脱离实际好
高骛远，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
论创新，加快形成具有时代性、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