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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

近日，一项新政吸引着吉林人的目

光——我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新能源

汽车加快发展的政策意见》。

一石何以起波澜？时下，能源形势严

峻，环保迫在眉睫，发展新能源汽车已是大

势所趋。之于我省，新能源汽车不仅是战略

新兴产业，更是开启经济新引擎的金钥匙。

9月，我省新能源汽车生产4.3万辆，销

售4.4万辆，数字虽稍显弱小，但背后却记录

着从无到有的坚实印记；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25.7%和43.8%，表明我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

强劲态势。

去产能、去库存，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汽

车产业就是要做好加减法——传统汽车做

减法，严控产能；新产品新技术做加法，大力

发展。截至今年6月，国家共出台新能源汽

车相关政策30多项。省委、省政府抢抓机

遇、科学决策，转方式调结构，倾情投入，在

更高层次上谋划“汽车产业的跃升”。

政策的“蜜月期”，能否迎来发展的黄金

期？我省该如何乘势而上，加快做大做强新

能源汽车产业？

（一）

汽车兴，则吉林兴，汽车产业事关我省

经济命脉。2009年，我省就已着手下好发展

新能源汽车的先手棋。

2009 年 1 月，国家启动“十城千辆工

程”——通过提供财政补贴，计划用3年左右

时间，每年发展10个城市，每个城市推出

1000辆新能源汽车开展示范运行，这些车辆

主要用于城市的公交、出租、公务、市政、邮

政等领域，力争使全国新能源汽车的运营规

模到2012年占到汽车市场份额的10%。

在第一批试点城市名单中，长春不仅赫

然在列，而且走在了前列——把长春市打造

为新能源汽车研发和生产的“大本营”。

2009年12月，为整合新能源汽车产业

资源，吉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正式成

立。该联盟由一汽集团、吉林大学、长春锂

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启明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等23家科研、生产单位组成，这一

联盟代表了吉林省研发和生产新能源汽车

的最高水平，也成为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的新坐标。抢抓先机，抢占发展新能源汽

车制高点。我省在刚刚下发的“关于促进新

能源汽车加快发展的政策意见”中，首次提

出实施产品销售奖励等新政策，这无疑为企

业发展新能源汽车注入了新动力。

放眼全国，各地摩拳擦掌、你追我赶，力

争上游。近年来，许多地方相继出台了地方

版支持新能源发展规划。天津市致力于绿

色公交系统的建设，特别是辖区内两大公交

集团——天津公交集团和滨海公交集团，始

终扮演着津门新能源客车应用的排头兵；

奔驰在苏州街头的节能与新能源客车已成

为一道亮丽风景线，宇通客车百公里气耗

仅为19～22公斤，成为当之无愧的节能标

兵……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今年1至

9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30.2万辆和

28.9万辆，同比增长93%和100.6%。其中，

纯电动汽车产销22.9万辆和21.6万辆，同

比增长118.1%和128.4%；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产销均为7.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1.7%

和47.2%。

（二）

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支撑点在哪？

这是我省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时间表和

规划图——2016年，初步形成电机、电池系

统的产业化能力，完成重点车型商品化开

发；2018年，通过新能源产品的规模化、产业

化发展，支撑四阶段燃油限值目标的实现；

2020年，完成关键总成资源布局，做熟插电

混合动力和纯电动动力平台，掌控核心总成

资源……

目前，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主要集中在

长春和辽源两个地区，长春主要以新能源整

车研发和生产为主、新能源专用车为辅，辽

源主要以动力电池和驱动电机为主。

9月30日，我省有4款新能源车型进入

国家“汽车新产品公告目录”，分别为一汽吉

林公司1款解放牌纯电动箱式运输车，长春

北车电动汽车公司两款安凯牌纯电动城市

客车。一汽客车公司分别有解放牌12米纯

电动客车1款。目前我省累计进入国家“汽

车新产品公告目录”的新能源车型已达23

款。一汽客车公司与武汉众宇公司正在联

合开发一款12米燃料电动客车，现在已经在

武汉改装完成，正处于调试阶段。

省交警总队提供的今年三季度全省新

能源汽车上牌数据统计显示，全省共有新能

源汽车552辆。其中，大型客车513辆，小型

轿车12辆，SUV车型27辆。

辽源市在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中，

把目光锁定为发展新能源汽车。目前，辽源

市拥有发展动力电池产业的多家企业，部分

技术已经处于国际水平。目前已规划确立

了新能源电源产业园，正着力打造包含电

池、材料、充电设施、电机电控的动力电池全

产业链集群。

一汽，中国汽车工业的长子，发展新能

源汽车一马当先。

一汽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新能

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近年来，在“品质、技

术、创新”品牌战略统领下，一汽奋发图强，

兢兢业业致力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一汽

扎实践行“蓝途战略”，把发展节能环保汽

车、开发新能源汽车作为战略使命和企业责

任，在实现汽车产品低碳、节能、环保发展的

创新征途上，争当行业排头兵，力做产业领

跑者。 (下转第二版)

政策“蜜月期”，能否迎来发展黄金期
——关于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思考

本报记者 栾哲 聂芳芳

本报讯（记者董鹏宇 粘青 王子阳 李抑嫱）为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而召开的省委十届八次全体会议，在省直各

部门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这次会议表明了

我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坚定不移推进从严治党

的决心，一定要把中央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学习好、落实好。

省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承办检察官张笑表示：“我们检察

干警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积

极发挥检察机关国家法律监督部门的职能作用，更好地履行查

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职责，全力把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

纵深推进。”

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使省检察

院刑事犯罪检察部承办检察官赵航认识到：“要在依法开展检察

工作、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每一个环节中体现出从严治党，要在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信念坚定、司法为民、敢于担当、清

正廉洁。在司法实践中践行群众路线，用检察权保障和维护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巴音朝鲁书记的报告对法治吉林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而

社会安定和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强刑事审判工作，

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才能不断为平安吉林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司法保障。”省法院刑一庭庭长刘洪宇说。

省法院再审立案二庭庭长宫斌表示：“通过对巴音朝鲁书记

报告的学习，深受鼓舞，作为首批员额内法官，我所从事的民事审

判工作关乎着群众身边最实际的问题，加强民事调解可以有效化

解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也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的召开，非常振奋人心！”省直机关工委

宣传部主任科员单首众表示，作为一名从事机关党建工作的党务

工作者，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立足机关党建工作岗位，进一步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在党建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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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鹭）11 月

25日，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迅速学习传达省委十届

八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省

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省长

高广滨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省委十届八次

全会是在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

的历史节点，在全面深化改革、

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刻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巴音

朝鲁书记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

作的工作报告,系统总结了省

委常委会一年来的工作，实事

求是、提振信心、鼓舞人心。巴

音朝鲁书记在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所作的重要讲话，就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做好当前工作作了部署，具有

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操作

性。省政府党组要精心组织、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迅速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全面抓好落实。

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地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掌握科

学思维方法，真正指导工作、推

动实践。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

会精神与推动吉林新一轮振兴

发展结合起来，与做好政府工

作结合起来，坚决把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推进。要认真执行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坚

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意

见》，强化思想教育和理论武

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为巩固发展我省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贡献力量。进一步

加强党内监督，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省

政府党组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把全面从严治党与经济

建设、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同步安排、同步落实，确保全面从严治

党责任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要落实省委部署和巴音朝鲁书记重要讲话要求，

以及《政府工作报告》既定目标任务，盯住重大战略不放松，盯住

全年目标不放松，盯住重点工作不放松，确保全面完成预期目标

任务，努力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

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

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逐条逐项进行研究对接，分解任务，落实

责任，快速行动，确保件件有着落。加强组织调度，稳定工业经济

运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打好国资国企改革、服务业发展攻坚战，确保完成

“五大任务”年度目标。抓好重大项目建设收尾和谋划储备，搞好

冬季招商引资活动，确保有效投资接续。着力做好“三农”工作，

推进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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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颖 通讯员李春晖）记者

从长春市环保局获悉，从现在开始，长春组

织全市环境监察、监测力量，对各类大气污

染源进行排查整治，通过排查整治，加快推

进超标污染源治理，促进突出环境问题解

决，尽快改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据了解，到明年4月10日前，完成全市

所有锅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单位和火电、

水泥、建材、冶炼、铸造等重点企业排查监测

任务，并建立健全大气污染源档案，全面掌

握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

同时，全市各级环境监测部门将强化现

场监督管理。按照环境监管网格化管理要

求，环境监察人员要对网格内的大气污染源

实施全方位监管，包括监督检查大气污染防

治设施运行情况、环评措施落实情况、煤场

（灰场）覆盖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等，确保

各类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环评措施

落实到位，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

为确保环境监管收到实效，环境监察人

员将对辖区内大气污染源，每月现场检查不

少于1次；对于纳入重污染应急管控的单位，

每半月现场检查不少于1次；重污染预警期

内，对重污染应急管控的单位，每天现场检

查1次。对发现问题的，及时责令整改。

长春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排

查整治中，将加大执法处罚力度，对偷排偷

放、伪造监测数据等各种恶意违法行为实行

“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严重违法、

屡查屡犯的企业，要严厉处罚，并将案件移

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长春开展大气污染源排查整治
对偷排偷放等违法行为“零容忍”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苏宏梅 李静）

橡子冷面、冷榨核桃油、胚芽米……在今天

开幕的吉林市第四届名特优地产品展销会

暨第十一届粮酒副食订货会上，200余家企

业带来了5万种商品：其中的长白山特产、休

闲食品、粮油等新品倍出，令扫货者的手根

本停不住。本次展会是即将开幕的第22届

吉林雾凇冰雪节系列活动之一。

记者逛展会看到了很多以前没见过、没

吃过的东西：磐石市一家企业展出了橡子面

冷面、饺子粉。过去，那橡子面是困难时期

饿急眼了才吃的，极不易消化。但展会上的

橡子面可是精制的，已去除了人体不易消化

的粗纤维，据说吃了还能增强免疫力、降低

血糖呢。记者当场品尝了一小碗橡子面冷

面，口感筋道。

桦甸市一家企业展出的新品是冷榨核

桃油。销售员说：这油通过欧盟认证，将它

在喝豆浆、牛奶或拌凉菜时滴入几毫升，能

降低胆固醇、润肠通便、补脑。当然价格稍

贵点。不过，这年月只要东西真好，肯定有

人舍得掏银子！

展会上的商家促销套路也新颖：美女

宣传队满场绕，美女拉小提琴为巧克力代

言，真是文艺又浪漫；吉林市后山生态种植

有限公司把磨米机拿来，现场加工的大米

是黄黄的。记者初还以为是糙米，向销售

人员一打听才知：这叫胚芽米。人说：好米

有点黄——这个黄就是胚芽。普通大米经

抛光加工，流失了胚芽66%的营养。而胚芽

米则保留了丰富的VE；蛟河天岗诚信养蜂

场，端来蜂箱，现场展示巢蜜酿制过程，并

请大家免费品尝。展会上还有玉米面三鲜

蒸饺、芝麻糕等都能品尝，给他们点个大大

的赞！

市商务部门预计：为期两天的展洽

会，订货者将超过 3万人，是规模最大的

一次。

第22届吉林雾凇冰雪节商贸大幕拉开

江城特产展 新品那叫多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26 日向古巴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

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致

唁电，代表中国党、政府、人民并以个人

名义，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逝世表示

最沉痛的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

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指出，菲德尔·卡斯特

罗同志是古巴共产党和古巴社会主义事业

的缔造者，是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他把毕

生精力献给了古巴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维护

国家主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建立

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也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菲德尔·卡斯特罗

同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历史和人

民将记住他。

习近平强调，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生

前致力于中古友好。建交56年来，中古关系

长足发展，这与他的关怀和心血密不可分。

他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同

志和真诚的朋友。他的光辉形象和伟大业

绩将永载史册。伟大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

志永垂不朽。

习近平就卡斯特罗逝世向劳尔·卡斯特罗致唁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