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稳步推进河湖连通工程建

设，东中西部生态修复齐头并进，夯实绿色发展基础，绘就吉

林绿色发展新画卷。

我省生态建设的重点放在三大主体功能区系统性生态

修复。全省基本完成了东部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修复、中部

农防林建设、西部生态屏障建设的总体布局，三大主体功能

区系统性生态修复全面展开，稳步推进。

在东部谋划启动了改善东部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和城乡

形象的五大生态修复和绿化美化工程。重点启动实施了长白

山生态景观美化、森林小镇创建、绿美示范村屯创建、林区绿

美家园创建、裸露山体修复等生态修复和绿化美化工程。

长白山生态景观美化工程主要以长白山环区旅游公路

绿化美化为重点，以自然恢复为主，人为修复为辅，采取清

理、整治、修复、改造、提升等措施，修复和改善长白山景观，

把长白山环区旅游公路打造成反映长白山地域特色的森林

生态走廊；森林小镇和绿美示范村屯创建工程主要以交通便

利、条件较好的小城镇、村屯绿化美化为重点，在全省高标准

打造一批绿化美化示范作用突出的乡镇和村屯；林区绿美家

园创建工程主要是以18个国有林业局局址绿化美化为重点，

打造高标准的绿化美化典型，示范带动森林小镇创建活动的

开展；裸露山体修复工程主要对干线公路可视范围内裸露山

体进行植被恢复和治理改善主要公路沿线的景观。目前，东

部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共投资9420万元，完成了长

白山环区路修复110公里、 (下转第八版)

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
——我省生态建设综述

本报记者 陈沫
本报讯（记者李抑嫱）两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

时提出的“治国安邦重在基层，要突出基层党组织这个重点，把

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前哨和坚固堡垒”的要求，我省突出全面从

严治党这条主线，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党建，一项项务

实有力的举措，犹如一套套“组合拳”，激活我省党建“一池春

水”，党建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

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全省上下时刻牢

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把

基层党建作为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程，以钉钉子劲头持续用

力、统筹推进，年年都有新举措，年年都有新变化，着力推进基

层组织建设全面进步，为建设幸福美好吉林提供了坚强保障。

——全省农村党建工作呈现出整体推进、全面跃升的良

好态势。 (下转第三版)

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步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我省党建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还有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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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日讯（记者曹梦南）今天

晚上，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长刘国中、

省政协主席黄燕明在长春会见了全国政

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一行。

巴音朝鲁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林

文漪一行到来。他说，台盟中央始终关

心和支持吉林发展,积极为吉林生态保

护、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当前，吉林正处于决胜全

面小康、建设幸福美好吉林的关键时

期。希望台盟中央能够一如既往地关

心和支持吉林发展，全力支持台盟吉林

省委各项工作，多指导、多提宝贵意

见。我们将努力为包括台盟中央在内

的各民主党派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林文漪感谢省委、省政府给予台盟

中央工作的支持。她说，看到吉林大地

层峦叠嶂、立体绿化，深刻感受到吉林

省委、省政府为维护生态、保护环境作

出了大量工作。台盟中央愿意发挥人

才、智力、对台联系等优势，为吉林振兴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省领导张安顺、李景浩，省政协秘

书长阿汝汗参加会见。

充分发挥优势 促进交流发展
巴音朝鲁刘国中黄燕明会见林文漪

8月2日，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长刘国中、省政协主席黄燕明在长春会见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一行。

本报记者 宋锴 摄

本报8月 2日讯（边境 记者张力

军 曾庆伟）为妥善应对即将到来的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上午，省委副书

记高广滨来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

度防汛情况，召开视频会议，对全省

防汛抗洪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再落实。

会上，省气象局、省水文局首先通

报了气象预测和洪水预报情况，长春

市、四平市、通化市、辽源市通过视频

连线汇报了防御工作准备情况。高广

滨指出，7月到9月上旬，是我省的主汛

期，特别是近段时间降雨集中，异常

性、极端性、致灾性都很强。据气象部

门预报，最近几天我省还要迎来新一

轮强降雨，雨情水情非常严峻。各地、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切实把

防汛抗洪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按照

省委、省政府部署和巴音朝鲁书记、刘

国中省长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全力确保江河水库防洪安全，

全力抓好中小河流和山洪地质灾害防

御工作，全力做好城市内涝防范工作，

全力加强动态监测和预报预警，全力

抓实各项防御准备工作，确保安全度

汛。

高广滨要求，要强化责任落实，各

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科学

调度，相关部门、各级责任人要各司其

责、履职尽责，真正把防汛工作责任扛

在肩上。要强化群众转移避险，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生命至

上理念，出现险情征兆，要及时转移受

威胁群众，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要强化重点流域、重点部位、重点时段

防御，对暴雨集中区域、大中小水库、险

工险段、农村危房、城市低洼地带等，要

安排专人死看死守，做到险情早发现、

早处置。要强化工作合力，水利、气象、

国土、交通、电力、通信等部门要加强会

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各地、各部

门要通力合作，保证各项决策部署和防

御措施落实到位。

高广滨强调，近期在防汛抗洪一

线，广大基层党员干部、驻军和武警部

队官兵、公安干警不畏艰险、冲锋在前，

涌现出很多先进典型，要继续把他们的

作用发挥好，把他们的感人事迹宣传

好，为打赢防汛抗洪这场硬仗，凝聚起

强大正能量。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省防指成

员单位、省政府应急办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相关县

（市、区）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全力抓实各项防御准备工作
高广滨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导防汛工作

换届以来，我省各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省纪委的带领下，

深入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各项工作呈现新

局面。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

时指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靠各级领导班子带领干部群众共

同奋斗”，同时他要求“领导班子成员要

本着爱护班子、爱护同事的真诚心愿，

加强相互监督，努力做到一起干事、共

同干净”。今天重温总书记的教导，对

于我们锻造引领振兴发展的执政骨干、

凝聚全省人民力量为幸福美好吉林而

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干事”和“干净”对每一个领导干

部，都是最基本的职守和最起码的操

守，“不干事”就是懒政失职，“不干净”

就会受到党纪国法惩罚。“一起干事、共

同干净”是对领导班子建设的要求。“一

起干事”要求的是整个领导班子的求真

务实、敢于担当、能够推动改革落地，班

子成员各司其职又紧密协作，齐心协力

干实事，蹄疾步稳往前走。“共同干净”

要求的是整个领导班子的风清气正，班

子成员相互监督共同进步，时时守纪

律，事事讲原则，把班子团结建立在党

性原则和政治纪律之上，坚决不搞庸俗

的一团和气。无法“一起干事”的班子，

延误的可能是一方的发展；不能“共同

干净”的班子，造成的往往是塌方式腐

败。 (下转第三版)

“一起干事、共同干净”凝聚发展力量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两周年之际（5）

本报评论员

本报 8月 2日讯（实习记者陈鑫

源）7 月 13日和 7月 19日，永吉县两

次遭受暴雨袭击，发生了严重的洪涝

灾害，灾情牵动了长春市城市发展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有员工的

心。作为吉林省国企中的排头兵，长

发集团积极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精神，向灾区同胞伸出援手，排

忧解难。

28日中午，长发集团举行了以“情

系灾区·大爱无疆”为主题的捐款仪式，

集团内总计400余人捐款，共同帮助受

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重建家园。为进

一步配合灾区的重建工作，帮助永吉受

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今天，长发

集团赴灾区捐赠600多件生活救灾物

资，包括棉被、汤锅、电磁炉、电水壶、电

饭煲、电炒勺等生活物品。

情系灾区 大爱无疆
长发集团向永吉灾区捐赠生活救灾物资

“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中强调的

这“两个牢牢把握”，是我们谋划和推进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

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就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一系

列重要论述。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

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小康不小

康，关键看老乡”“一个都不能掉队”；全

面深化改革，强调“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

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全面依法治国，强调“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

正义”；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关键问题是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五

年来，经济下行压力下各项民生指标逆

势上扬，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不断增强着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这印证着保障和改善民生

“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的执政理念，兑现了“在经济社会不断发

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

进”的坚定承诺，彰显着“让老百姓过上

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的价值追求。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经过改革

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

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

跨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

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

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

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下转第八版)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幅青山绿水、江山如画的生态文

明建设美好图景，正在神州大地铺展。

一场关乎亿万人民福祉、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绿色变革，已经开启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

规律，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绿色发展道路

越走越宽广，引领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

复兴征程上阔步前行。

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

深邃思考——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

2017年 6月的三晋大地，绿意更

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山西考

察调研时强调：“要广泛开展国土绿化

行动，每人植几棵，每年植几片，年年岁

岁，日积月累，祖国大地绿色就会不断

多起来，山川面貌就会不断美起来，人

民生活质量就会不断高起来。”

在稍早前的2017年4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广西南宁考察河道整治工作时

指出，顺应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的理念，也是今天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遵循。

拥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

八大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大漠戈壁

到江南水乡，习近平总书记每赴各地考

察调研，几乎都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

邃思考和明确要求。

“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

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

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2012

年12月，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首赴外

地考察时就谆谆告诫。

历经30多年快速发展，中国在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粗放

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2012年，

中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1.5%，却消耗

了全球21.3%的能源、45%的钢、43%的

铜、54%的水泥，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总量居世界第一。

“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

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

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

怕完全承载不了。”2013年4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上说，“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

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

了，那是什么形势？”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伟大征途中，中华民族如何永续发展？

中华文明能否再铸辉煌？站在这样的

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向生态文

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

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作出生态文

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在习近平主持

起草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

设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纳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并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宏伟目标。

党的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

程（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党章。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

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是

第一个。

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人类发展

的永恒主题。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全球

将向何处去？这是人类需要回答的问

题。以生态文明为指引，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

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

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

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

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的理念。

这个重要论断,进一步深化了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

4年后，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41次集体学习时

又强调，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

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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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生态文明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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