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应时代潮流 携手共赢未来

本报8月31日讯（记

者 黄鹭）今天，省委副书

记、省长刘国中在长春分

别会见出席第十一届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的朝鲜

对外经济省代表团和柬埔

寨马德望省代表团。

在会见朝鲜对外经济

省代表团时，刘国中指出，

吉林与朝鲜山水相连。当

前，吉林正在加快推动经

济转型升级，推进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

出具有吉林特色的振兴发

展新路。我省愿与朝鲜深

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

国传统友好与合作关系不

断发展。

朝鲜对外经济省代表

团团长、对外经济省副相

具本泰表示，十分高兴看

到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可喜成绩，预祝第十一

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取得圆满成功。

在会见柬埔寨马德

望省代表团时，刘国中指

出，多年来，吉林省十分

重视与马德望省的友好

交往。双方在农业、工

业、经贸等多个领域合作

前景广阔、潜力巨大。当

前，中国政府正在深入推

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

战略，希望双方抢抓机

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为中

柬友好交往作出积极贡

献。

柬埔寨马德望省代表

团团长、马德望省省长曾

速坡表示，将积极与吉林

在经贸、农业、科技等领域

开展合作，提升双方务实

合作水平。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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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8

月31日召开会议，研究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 10月 11日在北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建

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

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大会。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总结过去5年工

作，回顾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

深入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制定适应时

代要求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动员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而团结奋斗。

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指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要继续扎实做好大会筹备工作，确保大会胜利召

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

党的十九大10月18日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8月31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2017 年 6 月

23日在山西省太原市

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座谈会时的重

要讲话，31日由新华社

公开发表(讲话全文见

第五版)。

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系统总结回

顾了改革开放近40年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反贫困斗争

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成

功经验，全面分析了当

前脱贫攻坚工作面临

的形势和任务，深刻剖

析了深度贫困的主要

成因，明确了精准脱贫

的基本方略，指明了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方法

论、关键点、突破口和

需要把握的问题。这

篇重要讲话的发表，对

于深入学习领会、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

要战略思想，确保如期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奋斗目标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9月1日出版的《求

是》杂志第17期也将发

表这篇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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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党委，长白山开发区工委、长春新

区工委，扩权强县试点市党委，省委各部、委，省

直各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曹志宇、王岩松两名同志生前系安图县公

安局亮兵派出所民警。他们入警以来，忠诚履

职，苦练本领，爱岗敬业，业绩突出；他们思想积

极要求进步，多次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并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们关心群众安危

冷暖，心里时刻装着群众。特别是今年7月19

日至21日，当安图县遭受超百年一遇的特大洪

涝灾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重大威胁

的关键时刻，曹志宇、王岩松两名同志临危不

惧、冲锋在前，多次跳入湍急的洪水中打木桩加

固桥墩，数次往返危桥与岸边疏散转移群众

200余人。7月21日凌晨2时40分，为疏散转移

被困群众，曹志宇、王岩松驾车行至亮兵镇凤栖

大桥时，桥梁突然坍塌，连人带车被洪水卷走，

献出了他们年轻宝贵的生命。

8月3日，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作出重要批

示：“在这次抗洪抢险斗争中，驻吉部队和公安

干警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作出了突出贡献。有

两位干警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的事迹十分感

人，要认真总结，广泛宣传，激励全省广大干部

群众为吉林振兴发展贡献力量。要做好两名牺

牲干警善后和家属抚恤工作，代我向逝者表示

哀悼，并向家属表示慰问。”8月25日，省委作出

了追认曹志宇、王岩松为中共党员的决定。现

就贯彻落实巴音朝鲁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开展

向两位英雄学习活动，提出如下要求：

一、认真组织好对两位英雄先进事迹的学

习宣传工作。曹志宇、王岩松两名同志是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青年楷模，是模范

履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神圣职责的忠诚卫士，

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的精神却永久熠

熠生辉，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全省广大党

员干部要学习他们心里装着群众、时刻惦记群

众的公仆情怀，真正把人民群众利益高高举过

头顶，在群众最需要的危急关头站得出来、豁得

出去；学习他们刻苦钻研业务、苦练过硬本领的

职责担当，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在保一方平

安的具体实践中履职尽责；学习他们心有大我、

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 (下转第五版)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开展
向曹志宇王岩松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

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将于9月1日开幕。

会前各参展商积极布展。 本报记者 钱文波 石雷 摄

本报8月31日讯（记者曹梦南）今

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巴音朝

鲁在长春会见了俄罗斯国家杜马俄中议

员友好小组主席，公民与社会发展、民间

与宗教组织委员会主席谢·阿·加夫里洛

夫率领的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团。

巴音朝鲁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

府欢迎谢·阿·加夫里洛夫一行来我省

参加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并

推动两国地方议会间的交流与合作。

他说，吉林省与俄罗斯山水相连，友好

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友

好关系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吉林省与

俄罗斯交流交往日益频繁，合作领域不

断扩大。当前，吉林正处于新一轮全面

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将更加坚

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更加重视和推动

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希望

俄方继续关注与吉林省务实合作，尤其

是在区域合作、环境保护、双边经贸、互

联互通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实现繁荣

发展。

谢·阿·加夫里洛夫表示，近年来，中

俄友谊得到进一步加强，在经贸、文化等

领域开展了深入交流与合作。希望双方

紧紧抓住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和俄

罗斯加快远东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不

断推动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安顺参加

会见。

深化传统友谊 实现繁荣发展
巴音朝鲁会见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团

8月31日，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在长春会见了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团一行。

本报记者 宋锴 摄

本报8月31日讯（记者曹梦南）今

天上午，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在长春会

见了出席第五届世界产业领袖大会暨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会的中外嘉宾。

巴音朝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

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已经成为东北亚

各国人文交流的重要渠道和东北亚区

域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世界产业领

袖大会是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的一项

重要活动，为与会各方提供了一个加

强经验交流，增进彼此了解，推动学习

互鉴的交流合作平台。作为中国“一

带一路”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将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强与各国各地区

的交流合作，扩大合作规模，提升合作

质量，推动各方实现互利共赢。

柬埔寨财经部国务秘书宋蒙吉

和中国中钢集团公司董事徐思伟代

表与会嘉宾表示，将紧紧抓住“一带

一路”机遇，结合吉林生态和产业基

础等优势，积极拓展合作领域，实现

共同发展。

卢森堡安赛乐米塔尔公司中国

及印度区首席执行官夏尔马、俄罗斯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副主席库

普利亚科夫、捷克帕尔杜比采州副州

长迈克尔·科特以及墨西哥、汤加、美

国、德国、希腊等国政要和国内外部

分企业高管，省领导张安顺、林武和

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霍玉

珍、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监事长王

浩参加会见。

不断拓展合作共赢新愿景
巴音朝鲁会见出席第五届世界产业领袖

大会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会议的中外嘉宾 本报8月31日讯（记者曹梦南）今

天，我省与柬埔寨国公省在长春签署了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意向书》。省委书

记巴音朝鲁出席签字仪式并会见国公

省省长密杜娜·蒲桐一行。

巴音朝鲁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密

杜娜·蒲桐一行来我省出席第十一届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祝贺两省签署友好

合作关系意向书。他说，中柬两国山水

相连，人民世代友好。吉林省委、省政

府始终高度重视与柬埔寨的友好交流

合作，特别是近两年，我省已将柬埔寨

作为对外经贸合作重要伙伴，着力推动

双方在农业、邮电通信、汽车组装等领

域合作。双方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意向书,标志着两省的合作又迈出扎实

的一步。希望两省以“一带一路”建设

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推动实

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密杜娜·蒲桐表示，双方的合作潜

力巨大，签署《建立友好关系意向书》一

定会进一步增进双方友谊，给两省人民

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省领导张安顺、林武出席活动。

我省与柬埔寨国公省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意向书》
巴音朝鲁会见国公省省长密杜娜·蒲桐

本报8月 31日讯（记者曹梦南）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在长春

集中会见了来我省出席第十一届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的蒙古国和韩国

客人，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

宾的到来。

在会见蒙古国政府代表团、蒙古

国驻华使馆代表团和蒙古工商会代表

团时，巴音朝鲁愉快地回忆了访问蒙

古国时留下的美好记忆。他说，中蒙

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好朋友、好

伙伴。长期以来，吉林省高度重视与

蒙古国的交流合作，积极主动参与中

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推动双方合作不

断取得新进展。希望双方进一步加深

了解、增进互信，开展更深层次、更高

水平的务实合作。

蒙古国食品、农业、轻工业部副

部长萨乌列代表与会嘉宾感谢巴音

朝鲁的会见。她说，中蒙两国是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希望与吉林省开展多

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尤其在农业、旅

游业等方面开展持久的合作，实现互

利双赢。

在会见韩中亲善协会会长李世

基、韩中文化友好协会会长曲欢时，

巴音朝鲁说，韩中亲善协会和韩中文

化友好协会长期致力于加强韩中两

国友好工作，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促进吉林与韩国合作发挥了重要作

用。我省与韩国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十分广

阔。希望韩中亲善协会和韩中文化

友好协会发挥自身优势，推介更多韩

国投资者到吉林投资兴业、共谋发

展。

李世基、曲欢预祝第十一届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圆满成功，并表

示，将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促进双方

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上的务实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安顺参

加会见。

深化交流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巴音朝鲁会见蒙古国和韩国客人

本报8月31日讯（记者曹梦南）今天

下午，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在长春会见了

出席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的兄

弟省（市、区）副省级以上领导，对各位嘉

宾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

对吉林振兴发展给予的关心与支持。

巴音朝鲁说，近年来，东北老工业

基地振兴获得了广泛关注。当前，吉

林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走出振兴发展新路战略思想，坚

持以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以全面小

康为历史使命，以幸福美好为奋斗目

标，为决胜全面小康、建设幸福美好吉

林而努力奋斗。希望兄弟省（区、市）

能够一如既往地关心吉林、关注吉林，

给予我们更多指导和支持，帮助我们

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共同谱写振兴

发展的新篇章。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汉民

代表与会领导预祝第十一届中国—东

北亚博览会圆满成功，表示将借助东

北亚博览会平台，继续加强与吉林的

经贸往来，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不断

提升合作的水平和层次。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永春、

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钱智、天

津市副市长李树起、四川省副省长朱鹤

新、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张鸿铭、北京市

政府党组成员夏占义，省委常委、省委

秘书长张安顺参加会见。

共同谱写振兴发展新篇章
巴音朝鲁会见各省（市、区）领导

8月31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国中在长春会见出席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的朝鲜对外经济省代表团和柬埔寨马德望省代表团。

本报记者 邹乃硕 摄

本报8月31日讯（记者黄鹭）今

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国中在长春

会见德国汉高集团大中华区总裁贺

杰睿。

刘国中首先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贺杰睿的到来表示欢迎。他

说，汉高集团是世界知名企业。多

年来，汉高集团与吉林开展了广泛

的合作，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当前，中国政府正在

深入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发

展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

化合作，不断扩大合作成果。我们

将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

业发展壮大提供支持和服务。

贺杰睿表示，将致力扩大在吉

林的投资，深化与吉林在建筑等领

域的务实合作。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会见。

分享战略机遇 实现互利共赢
刘国中会见德国汉高集团大中华区总裁贺杰睿

本报8月31日讯（记者黄鹭）今天，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国中在长春分别会

见前来参加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

览会的央企负责人和国内知名企业家。

刘国中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各位嘉宾前来参加第十一届中国—东

北亚博览会表示欢迎。他说，今天来访

的央企和国内知名企业都在各自领域

处于领先水平。多年来，央企和国内知

名企业与吉林开展深入务实合作，取得

了丰硕成果。希望央企和国内知名企

业不断扩大与吉林的合作领域，推进合

作项目建设，尽快实现达产达效。

正威国际集团副总裁陈鹤平、中

粮集团总裁于旭波、中国神华集团副

总裁王永成、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

浙江农发集团总经理吴高平、亿阳集

团副总裁初育新、中冶交通建设集团

副董事长耿彦生等参加会见。嘉宾们

纷纷表示，将积极发挥作用，提高业务

水平，促进与吉林的深入合作，为吉林

新一轮全面振兴作出新的贡献。

省直有关部门和四平市负责同志

参加会见。

扩大合作领域 推进项目建设
刘国中会见央企负责人和国内知名企业家

本报讯（记者孟歆迪 通讯员石

磊）8月30日，全省脱贫攻坚视频培训

班正式开班。省委副书记高广滨出席

开班式并讲话，省直有关部门、驻省中

直单位、省军区、武警吉林省总队、各

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分管

负责同志，各地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各乡

镇党委书记、驻村第一书记及重点贫

困村党支部书记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国务院扶贫办考核评估

司评估处处长延欣、兰考县政协主席吴

长胜、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王士君分别就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考核标准、贫困县精

准脱贫经验、第三方评估办法作了专题

报告，省委组织部、省委巡视办、省财政

厅、省卫计委、省扶贫办负责人就有关

政策进行了解读，并就进一步做好当前

重点工作，进行了培训辅导。

高广滨在培训班上指出，开展省

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培训，是省委、省政

府着眼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一

项重要部署。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利

用好这个平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认真

领会掌握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脱贫攻坚的政策要求，广泛学习借

鉴各地成功经验，进一步开阔视野、增

长见识、提高本领，更好地推动精准识

别、农村危房改造、饮水安全、健康扶

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大

数据平台建设等重点任务落地落实。

高广滨强调，当前省委正在对脱

贫攻坚工作进行巡视，各地、各部门要

抓住这一契机，进一步加大对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问题的整治力度，加强

对扶贫资金使用的监管，不断提高脱

贫攻坚工作成效，努力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加强扶贫培训 推进精准脱贫
我省举办脱贫攻坚视频培训班

本报8月31日讯（记者粘青）今

天下午，省政协主席黄燕明分别会见

了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代表

团、白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黄燕明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

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吉林振兴发展给

予的关注和支持。

在会见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

会秘书长洪钟庆一行时，黄燕明说，近

年来，吉林省十分重视同东北亚地区

地方政府的友好交往，与东北亚地区

有关地方政府的交流往来日益密切，

友谊不断加深，合作不断加强，对外开

放水平不断提升。此次，希望各位嘉

宾可以多走走、多看看，亲身感受吉林

的文化特色，进一步增进了解，扎实推

进双方在经贸、文化、环保、科技、教育

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在会见白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

副主席格里什盖维奇一行时，黄燕明

说，中国与白俄罗斯一直有着密切联

系，吉林省高度重视与白俄罗斯的交

往。吉林在汽车产业、石化产业、农

产品加工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

优势，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加强与

白俄罗斯的交流与合作，欢迎更多的

白俄罗斯企业到吉林来，促进双方在

更广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大家对黄燕明的会见表示感

谢，并表示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为推动吉林对外交流作出积极

贡献。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加强沟通联系 增进双方友谊
黄燕明会见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

代表团、白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本报8月31日讯（记者粘青）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黄燕明分

别会见了港澳代表团和台湾部分

商协会代表，黄燕明对各位嘉宾

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多年来

给予吉林振兴发展的关注和支持

表示感谢。

在会见港澳代表团郑耀棠等

嘉宾时，黄燕明说，近年来，吉林省

不断加强与港澳地区的交流合作，

各位嘉宾与吉林关系密切，在推动

吉林省与港澳地区交流方面作出

了积极贡献。吉林的振兴发展需

要各方面的支持，希望大家继续关

注、支持、参与吉林发展，结合各自

优势和特点，立足吉林实际，以共

同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助力长吉

图开发开放为基础，围绕共享“一

带一路”建设发展大局，加强合作，

推动吉港澳合作取得新成效。

在会见台湾部分商协会代表

詹国元等嘉宾时，黄燕明说，吉林

和台湾虽然相隔遥远，但情谊相

连，交往密切。吉台两地各领域

合作不断深化，一批台资企业来到

吉林投资兴业，为吉林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目前，吉林省

与台湾多家商协会建立了联系，希

望借第十一届中国—东北亚博览

会之机，可以进一步加深双方了

解，加强在农业、医药产业、旅游

业等方面的合作，促进两地共赢

发展。

各位嘉宾对黄燕明的会见表

示感谢，并表示将抓住机遇，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加强与吉林

的沟通，深化合作，努力推动共同

繁荣发展。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会见。

推进务实交往 谋求合作共赢
黄燕明会见港澳代表团和台湾部分商协会代表

看，精彩吉林入佳境 水利万物 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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