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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规定，现对于谦等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于谦，男，1961年11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省人大常委

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

现任吉林省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巡视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车黎明，男，1962年 9月生，汉族，无党

派，研究生学历。曾任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办公室主任、副院长，省水利厅副厅长。现任

吉林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拟

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孙谦，男，1965年 1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曾任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

任。现任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丁喜忠，男，1960年6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知识产权局副

局长，省安监局副局长。现任吉林省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巡视员、副局长、党组成员。拟

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程铭，男，1964年4月生，汉族，中共党员，

大学学历。曾任省政协办公厅老干部处处

长，省政协文化教育卫生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现任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化教育卫生委

员会副主任。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沈贵生，男，1962年3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在

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环保局排污收费监督管理

处副处长，省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省环境科学

研究院院长，省环保厅科技标准处处长。现任吉林

省环境保护厅总工程师。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齐硕，男，1973年 2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曾任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办公室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保卫

处处长。现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委专

职副书记。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赵庆阳，男，1969年4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大专学历。曾任省卫生厅规划财务处副

处长、处长，农村卫生管理处处长。现任吉林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基层卫生处处长。

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郭力，女，1965年12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委统战部一处

副调研员、二处副处长。现任吉林省委统战

部二处处长。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对上述公示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于

2018年1月10日前以信函、电话、短信、网上

举报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一处（举

报中心）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签署

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通信地址：长春

市新发路577号，邮编：130051。举报电话：

0431-12380，短信举报平台：15584212380，举

报网站：http://www.jl12380.gov.cn。

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
2018年1月3日

省 管 干 部 任 职 前 公 示 公 告
（2018年第1号）

本报1月3日讯（记者万双）今天，2018净月论坛在长春

净月高新区举行。

本届论坛由“产业与金融+”“文化旅游与创新+”“2018中

国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经贸交流会暨项目签约仪式”

三个特色鲜明的经贸交流活动组成，来自国内外600余位经

济学家、金融专家、企业家汇聚一堂，围绕“助力东北亚区域性

中心城市产业发展”这一主题，共商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创

新发展之路。

“产业与金融+”专场论坛采用主题演讲加对话的形

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领域，详细解读“产业与

金融+”的发展趋势、发展机遇、发展路径。著名经济学家

许善达以《全球化布局和我国的应对之策》为主题进行了

主旨演讲，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统计学会副会

长姚景源以《新时代新航程新机遇，十九大与中国经济》，

著名经济学家，国际金融战略专家，原中国农业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向松祚以《十九大之后中国金融大趋势》，分别

就当前国内外金融环境与新常态下金融业面临的重大挑

战进行分析论述。

“文化旅游与创新+”专场论坛上，与会嘉宾就新常态、新

动能“创新+”助力文化旅游产业升级、净月高新区文化旅游产

业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话题展开讨论。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

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以《一带一路助推东北亚区

域经济发展的新契机》为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著名文化学

者、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以《以人文共识促进“一带一路”建

设》为主题进行了演讲。

以推动东北亚区域产业融合发展为目的的“净月论坛”已

成功举办了三届，是净月高新区重点打造的立足长春、面向世

界的品牌活动，为净月高新区打造创新型生态城、为长春市建

设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助力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产业发展

2018 净 月 论 坛 举 行

本报1月3日讯（记者程光）今天上午，冰天雪地、银装素

裹的松原市查干湖畔分外妖娆多姿，进一步向世人展示出无

限生机和空前活力，在此举行的中国查干湖第二届国际冬泳

交流体验大会暨“2018第三十届亚洲小姐”东北赛区选拔赛

启动仪式热烈而震撼，聚焦了海内外的目光。

亚洲小姐大赛是一项国际性选美盛事，是亚洲最大

的选美比赛，世界四大选美赛事之一，大赛1985年创办于

香港，至今已有32年，自开办以来受到各国政要、企业家、

媒体、明星及相关行业的高度重视，该赛事被数以亿万计

的人所熟知。而冬泳作为一项健身项目，对人的心理、生

理极具挑战性，可强身健体，增强人体的耐寒能力，让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

首先是亚洲小姐选手登台走秀展示迷人的风采，然后

是来自俄罗斯、台湾及国内各省市区26个代表队300名冬

泳运动员和爱好者依次迈着矫健的步伐入场，接下来他们

陆续换上泳装跃入湖水中进行冬泳畅游表演。现场气氛火

爆，热闹非凡，助威声叫好声响成一片。人们“冻”并快乐

着，有的忙于欣赏，有的忙于拍照，有的忙于合影，有的忙于

切磋交流。

旅游因体育而兴，因文化而美。查干湖以其优良的

自然生态环境，被誉为地球上与青藏高原一样珍贵的“一

块原色”，驰名中外的查干湖冬捕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查干湖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吸引着海内外

游客向往、驻足。青春靓丽的亚洲小姐和信心十足的冬

泳运动员、爱好者的体育和现代时尚两种文化，同中国最

后的渔猎部落古老的渔猎文化、独特的地域文化深度碰

撞、完美融合与升华，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花，使围观的

游客在历史与现实、生态与自然中，尽享无穷的乐趣和刺

激的体验，给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增添了绚烂，对

于提高全民体质、普及冬泳项目、推动松原市旅游业发

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国际冬泳交流体验大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雅静）记者从中国银联吉林分公司获悉，

2018年元旦小长假期间，吉林省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达到

66.4亿元，相比2017年元旦小长假增长9%。

其中，长春市交易金额31亿元，占比47%。随着“云闪

付”APP的发布，带动了银联二维码交易笔数和金额快速增

长，较2017年端午小长假（2017年5月28日-5月30日）分别

增长13.9倍和10.2倍。

从总体消费构成看，由于商家推出各类跨年促销活

动，日常餐饮、娱乐、购物类消费成为元旦小长假的消费

主旋律，消费金额占比62%。民以食为天。一年的忙碌过

后，亲友小聚、迎新纳福，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庆祝新年

的主要方式。银联卡消费数据显示，元旦假期境内餐饮

娱乐类商户银联卡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过130%。

元旦假期我省银联网络交易66.4亿元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 赵蓓蓓）2017年

12月28日早上6时02分，首列从辽源市发

往北京的K2591次列车，载着154名乘客从

辽源火车站驶出，在16个小时后，列车抵达

了北京站。

辽源至北京客运列车首发，结束了辽

源没有直达北京客运列车的历史，对区域

经济发展将起到里程碑的意义。

据了解，本次列车全程行驶1148千米，途

经吉林省、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终点北

京。列车共有3组车体，每组车体编组18辆，

运行时间16个小时，列车开行后预计年发送

旅客10余万人。

辽源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王岩介绍说，

此次列车的开通，是辽源市委、市政府重

视民生工作，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的结果。经过积极与沈阳铁路局沟通联

系，双方决定开通这趟直通旅客列车。这

不仅解决了卧铺一票难求、节假日出行拥

挤等问题，还加深了辽源与沿线城市之间

的联系。

在温暖舒适的车厢内，乘客孙洪伟高

兴地说：“前几天就听朋友说要开通这趟

列车，我迫不及待地想来体验一下，没想

到环境还不错，以后去沈阳、北京等地可

方便多了！”

辽源至北京客运列车开通

本报1月3日讯（记者张雅静）今天下午，作为“中国-北

欧经贸合作交流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产业项目对接交流会

在长春举行。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北欧五国贸易官

员、相关商协会负责人、产业领袖精英、企业代表近60人应邀

与省内市州区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发区、企业代表

80余人进行项目对接。

对接活动中，与会双方围绕冰雪及旅游产业、清洁能源及

金融、森工及食品加工、智能制造、医疗器械、教育等六大板块

进行对接。表达合作意愿，展现合作信心，表露合作诚意。

据了解，为确保本次项目对接交流会取得实效，会前

我省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多次积极与对方进行联系，

在充分了解对方的实际需求后，及时将信息反馈给省内相

关企业，并组织安排省内相关企业前来对接。本次活动的

举办将为深化双方的沟通交流与务实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发挥重要作用。

我省与北欧五国产业项目对接交流会在长举行

2018年 1月 2日，天气晴朗，暖阳照人

心。

在汪清县罗子沟镇河东村，潘田远大爷

晨练过后，就拿着小本本早早来到了村支

部。

潘大爷一进屋就发现，有人比他来得更

早。

“早啊，潘大爷。您这学习态度太积极

了！”省环保厅驻汪清县罗子沟镇河东村第

一书记刘中锋一边打印着今天会议的学习

材料，一边和潘大爷打着招呼。

“昨天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贺词，很

是激动。今天我要发发言。”潘大爷拍着自己

的小本本，“说说元旦晚会里唱的，咱的美好新

生活。”

一会儿功夫，村支部就热闹起来。“咱们

今天来参加会议的人员比往常多啊！”刘中

锋把打印好的会议学习材料发到每个人手

中。“今天是2018年我们的第一次党支部会

议，主要学习十九大精神，并向大家传达习

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贺词，大家都说说2018

年咱们村咋干！”

“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潘大爷第一个发言。“这两年扶贫

扶得真实在，解决真问题。咱村2017年实

现了整体脱贫。元旦晚会的歌曲里都唱

美好的新生活，我发现这新生活不再像原

来一样遥远，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啊！”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里提到1000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都实现脱贫了，这里面也

有咱村的父老乡亲啊！”党员王秀丽不禁感

慨道，“党用‘最真诚’‘最动人’的情怀让咱

们实实在在过上了好日子。”

一排排崭新的民居、一条条宽阔的水泥

路，让河东村的乡亲们实实在在看到了美好

生活的希望。2017年，河东村发展黄牛养

殖、光伏发电等扶贫项目，贫困户人均年收

入跃至4000元。

“这新生活，还得看硬指标。2017年，

咱村年人均收入比原来多1000多元。收入

高了，生活好了，日子奔头更足了。”村书记

杨振路说。

村里的情况、扶贫项目的动态、贫困群

众的日常……讨论的气氛热火朝天，大家畅

想着未来，干劲十足。

“这新生活还能更新！”刘中锋总结说，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现在咱们的腰包鼓起来

了，生活好起来了，下一步咱们就要自力更

生，深入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在党的指引

下，一路奔小康。”

扶贫先扶志。刘中锋对记者说，有了项

目，贫困村就有了活水，贫困群众脱贫之后，

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的心气也提上来，跟上

党的步伐奔小康。两年多来，刘中锋坚持每

星期召开村支部会议，把村里的党员、贫困

群众聚在一起话明天。

讨论一结束，刘中锋就拉着杨振路去李

春年家。

“大家都住上了新房，在新的一年里心

里踏实多了。”走在路上，看着一排排整齐的

大瓦房，刘中锋不仅有些感慨。“李大爷家新

装的环保炉灶也不知道暖不暖和？”

刚到李大爷家院门，李大爷就从屋里向

我们招手。

李大爷是村里的贫困户，因患脑血栓腿

脚不便，老伴身体也不好。两位丧失劳动能

力的老人没有生活来源，贫困一度让老人对

生活没有了希望。

“屋里可暖和了，快进屋！”李大娘热情

地把我们迎进屋内。刘中锋进屋就奔锅台

去，一边检查一边问：“这都用第二年了，这

两天又降温，环保灶使着咋样？”

“这锅台一烧，不像原来烧煤那么呛，屋

里也都热乎，我和老伴可太享福了。”李大爷

高兴地说。“原来我家住的危房，窗户缝子半

指宽，修就要动钱，可我俩哪有钱呀？没想

到自己没花一分钱，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

子。现在国家给我们盖了新房，这门窗密实

不透风，屋里就暖和。这一暖和，你大娘身

体都好多了。”

“身体好心情就好。”杨振路书记点点

头，指指刘中锋：“小刘惦记你俩，今天过来

寻思告诉一声，今年分红的钱快下来了，打

到您家账户，到时候有短信提醒。”

“是啊，您记得到时候去查查哈，有啥需

要再给我打电话。”刘中锋拿出记事本，撕下

一页纸细细地写：集体黄牛养殖社分红492

元、光伏发电516元……递给了李大爷。“您

注意查收哈。”

一声声叮咛与嘱咐，让记者看到了驻村

扶贫同志与村民的鱼水深情；不断升腾的美

好生活向往，让人暖意融融。

离开李大爷家，刘中锋和杨振路穿过村

子里修葺一新的整洁街路，穿过孩子们嬉戏

玩耍的文化广场，他们不仅走向一户户贫困

群众的身边，更和河东村一起，走向了美好

乡村的绿色新生活。

幸 福 河 东 村
本报记者 刘姗姗 通讯员 霍晓

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
求，强调要推动老工业基地加快转型升级、向质量和效益
提升转变。这些重要论述，阐释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为我们指明了发展路径。

所谓高质量，就是通常所说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也包括提高国民经济各领域、各层面素质。高质量发展，
其着力点是“实体经济”，其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体系质
量”，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两大原则，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的必然要求。质量就是生命，这话不仅适用于一个产
品、一个企业，也适用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
展。我们应该看到，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我们更多依靠
的是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支撑着经济快速发展，发展质
量 和 效 益 不 高 、创 新 能 力 不 强 、实 体 经 济 水 平 有 待 提
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在 20 世纪后期的经济浪
潮中，很多国家和地区经过一段高速增长后，进入经济
增长停滞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世界上先进国家
和地区，无一不是在飞速发展的关键节点，注重质量而
成功转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从而使经济得到
持续健康的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根本
要求。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而
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一些突出问题并未解决。人们期盼

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尖端的产品、更安全的食品、更好
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这
就决定了我们的农业要向绿色方向发展、工业要向精良
的方向发展、文化要向精品方向发展。

把工作重心聚焦到高质量发展上，必须下力气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工作的
主线，是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
求。当前，重点要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着力提升供
给质量，推动吉林老工业基地加快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向
质量和效益提升转变。所谓破，就是淘汰过剩产能、清理

“僵尸企业”，让无效供给退出来，使得高效要素进得去，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空间。所谓立，就是通过补齐短板和
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推动发展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
动为主向以创新驱动、人才驱动为主转变，在高效集约的供
给体系中形成最优的动力系统。所谓降，就是降低企业成
本，包括降低各类交易成本、清理规范涉企收费等。在此基
础上，扎实推进工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发展、深化“放管
服”改革等各项工作，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把工作重心聚焦到高质量发展上，必须激发各类市
场主体活力。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根本在于激发各类市
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通过做大做强国有资本，发挥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作用，促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
民营经济大发展快发展，发展好实体经济；通过深化改
革，更好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从宏观上不断

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经济整体竞争力和增长的可
持续性。

把工作重心聚焦到高质量发展上，必须集中精力
解决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以科学制定振兴规划、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
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为抓手，不断提高农业发展质
量效益，最大限度释放农业农村改革的综合效应。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紧紧扭住中东西“三大板块”建设不
放松，在协调联动上下更大功夫、在绿色生态建设上下
更大功夫、在推进特色城镇化建设上下更大功夫、在支
持县域经济上下更大功夫。同时，要全力打造新时代
开放型经济格局，更好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水平，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惠及
全体人民；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打造美丽中国
的“吉林样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环
境需要。

把工作重心聚焦到高质量发展上
——贯彻落实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怎么干”系列谈之二

本报评论员

记者手记：

每每到扶贫村采访，心里的感受总是暖
暖的，即使是在寒冬腊月。

一场“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
现”的攻坚战，一年 1000 多万人的减贫速
度，让中国大气磅礴的发展画卷上多了一抹
温暖的底色。

问需于民，解的是民忧，暖的是民心。
“真扶贫、扶真贫”，扶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我省扶贫战
线的干部是这样说的，也是如此做的：2017
年，我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目标，全

面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预计实现
663 个贫困村退出，超额完成 16.68 万贫困
人口脱贫任务，脱贫攻坚工作呈现出措施有
力、氛围浓厚、成效明显、纵深推进的良好态
势。

2018 年 上 班 第 一 天 ，省 委 、省 政 府
就召开全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扩大）
会议暨脱贫攻坚视频推进会议，进一步
扎实推进我省脱贫攻坚工作。“始终把
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吉林正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
断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