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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为了向国际社会全面、

深入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思想，

由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摆脱贫

困》英、法文版电子书于4月9日在亚马逊、Over-

drive、易阅通、掌阅四家数字交易平台上线，面向

国内外读者销售。

《摆脱贫困》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个人著作，收录了他1988年

至1990年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重要讲话和

调研文章，共29篇。还收录有10张彩色照片，其中

包括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的6张工作照片。全书紧

紧围绕闽东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

出了一系列的制度、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

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重要内容，思想丰富深

刻，文风生动亲切，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该书也

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两年艰苦工作的全面写照，体

现了他扎根艰苦地区带领群众摆脱贫困的坚定理

想信念和深挚为民情怀。

《摆脱贫困》英、法文版图书由外文出版社翻译

出版，自2017年8月首发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和普遍赞誉。该书不仅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爱民、为民的理想信念和深厚情怀，更集中体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战略

思想、理论支持和实践探索，是指导中国扶贫脱贫

工作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方针，是中国减贫事业的思

想基础和经验总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摆脱贫困》英、法文版电子书与纸质书内容完

全一致，兼有互联网平台的阅读体验，为海内外网

络读者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文

献。

《摆脱贫困》英、法文版电子书上线

本报4月9日讯（记者黄鹭）今天，省委

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到白城市通榆县和松原

市乾安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思想，按照

省委部署和巴音朝鲁书记要求，聚焦深度贫

困地区，全力冲刺推进精准脱贫攻坚，全面

兑现党对人民庄严承诺。

通榆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

省两个深度贫困县之一。景俊海来到通榆

县新富村村委会，嘱咐村干部要增强服务意

识，强化抓落实能力，带领大家共同奔小

康。他走进贫困户郝凤良家，鼓励他积极面

对生活，把日子过好。在通榆县陆家村，景

俊海实地察看易地搬迁情况，并与村民代表

座谈。他与村民坐在新楼房客厅里拉家常，

看到新房温馨舒适、村民生活幸福，他十分

高兴。他强调，要总结推广扶贫易地搬迁有

益经验，加快脱贫攻坚进程。

景俊海来到通榆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考察农村电商发展。在通榆吉运农牧业公

司、乾安乾羊牧业公司，他详细了解企业经

营情况。他强调，要加大产业扶贫力度，走

出靠得住、能持久的精准脱贫之路。培育发

展电商企业，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去，创造更

大效益。

调研期间，景俊海听取白城市和通榆

县工作汇报。他指出，当前，脱贫攻坚已进

入冲刺阶段。要着眼新时代，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增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政治

责任感。聚焦基础设施、医疗救助等，强化

薄弱环节，改进作风，补齐短板。发展风电

光伏发电、庭院经济等，鼓励吉人回乡创

业，搞好产业扶贫。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

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意识。按

照“两不愁、三保障”要求，对标脱贫退出指

标，创新模式，精准施策，狠抓落实，确保脱

贫不落一人一户。市县要强化主体责任，

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保证工作顺利推

进。完善考核机制，加大帮扶力度，培养致

富带头人。总结宣传好经验好做法，形成

浓厚氛围。

副省长刘金波、省政府秘书长彭永林，

以及省直有关部门、白城市、松原市负责同

志参加调研。

景俊海在通榆乾安调研时强调

全力冲刺推进精准脱贫攻坚
全面兑现党对人民庄严承诺

蜿蜒千余公里的嫩江，

流到这里，已是江宽水阔、流

缓波平。沿江两畔，万顷水

田连绵不绝，夏秋时节，江风

拂过，稻浪滚滚，稻香阵阵，

这就是镇赉——我省最大的

水稻产区、新兴的鱼米之乡。

镇赉，因境内嫩江流过，

留下数不尽的泡、湖、沼、滩，

位于其中的莫莫格国家自然

保护区，向以“苇海鹤乡”闻

名。而今，他们将水稻确立

为县域突破的优势产业，正

在努力打造“镇赉大米”这一

地标品牌，由水稻大县向水

稻强县迈进。

人们常用“得天独厚”这

个词来形容一个地方的资源

秉赋，现在用在发展水稻产

业的镇赉，再恰当不过了：

——地处北纬45度线，

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冬夏长，春秋短，雨热同期，

水稻生长前期温度高，后期

昼夜温差大，为水稻提供了

最佳的生长环境。2892小时

的充足日照，2800度以上的

有效积温，180天的黄金生长

周期，让每一粒稻米都吸收

了足够养分。

——没有受到污染的嫩

江，在镇赉境内流域面积达

1861平方公里，年过境水量

217亿立方米，清清江水滋润

着万顷良田。

——这里曾被称为“困

惑的西北角”，因为长期得不

到开发，工业生产几近于无，

正因如此，这里每年空气指

数的优良天数在330天以上。

——从2009年起，这里

就开始实行水稻保护性耕

作，将稻秧根茬粉碎还田，不

仅可获得平均10%的增产，还

增加了土壤有机质，保护了

耕层，为发展有机种植奠定

了基础。

——还是 2009 年，这里

有15万亩水田获得“全国绿

色食品标准化（水稻）原料基

地”认证，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种植环境，优化水稻品种，实现

水稻量与质的全面跨越。2017年，“镇赉大米”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获国家工商总局通过，成为地标品牌。

——“引嫩入白”工程和西部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使这里

的水田面积迅速扩大，由过去的40万亩，猛增到去年的135万

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5%。预计项目全部建成后，全县水田面

积将达到170万亩，成为我省水稻生产第一大县。

优越的自然环境，庞大的产业规模，着眼于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现实，如何让“种得好”变成“卖得好”，实施品牌战略已

是势在必行。

成立稻米协会，整合产业资源，是他们打造“镇赉大米”品牌

打出的第一张牌。

此前，全县的稻米生产基本上处于企业各自为政、品牌百花

齐放的状态——

全县共有水稻加工企业84家，其中在营企业62家，设计总

加工能力达到150万吨，实际水稻加工量只有55万吨左右。注

册商标115个；认证有机大米品牌6个，认证面积占水稻总面积

的0.025%；绿色食品大米品牌24个，认证面积占水稻总面积的

13%。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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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9日讯（记者闫虹瑾）今天，全

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暨新农村

建设领导小组、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领导小

组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高广滨出席

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李悦主持会议。

高广滨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

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各地、各部门必须紧抓重点任务和关键环

节。要紧紧围绕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目

标，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

出抓好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建设，推进农业集

约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大力实施“三乡工

程”，推动优秀人才、优质资源进一步向乡村集

聚，形成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要把生态环境

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抓好农村生态保护和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加快打造美丽乡村。要着

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向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

困人口聚焦发力，促进农民增收和民生改善。

要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切实强

化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要加强农村基层党

建，培育文明乡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

善。要抓好备春耕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努力

为全年农业生产打下良好基础。

狠抓工作落实 推进乡村振兴
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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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提

高省委依法执政、依法决策的能力水平，充

分发挥法律顾问、法律专家在服务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吉林建设中的积极作

用，经省委研究决定：

聘任尹太顺、尹奎杰、吕洪民、李晓英、

林海军、张国森、徐德明、盛美军、傅大鹏、蔡

立东等10名同志为省委法律顾问（以姓氏笔

画为序排列，下同），聘期3年。

聘任马维山、王立峰、王淑荣、王哲、王

晓初、王国锋、王琪、尹太顺、尹奎杰、刘晓

莉、孙璐、关明凯、吕洪民、任继鸿、任喜荣、

闫英、迟日大、李宝奇、李杰赓、李晓英、许玉

镇、宋海春、张国森、张军勇、张秋华、张晓

阳、张旭、林海军、赵晓强、赵静波、高德胜、

徐岱、徐德明、常东帅、麻锐、盛美军、傅大

鹏、谢文钧、蔡立东、赫然等40名同志为省委

法律专家库成员，聘期3年。

省委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权利义务、

工作程序等事宜按照《中共吉林省委办公

厅关于印发〈中共吉林省委法律顾问工作

规则〉的通知》（吉办发〔2017〕51号）执行，

省委法律专家库成员的有关事项参照此规

则执行。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2018年4月4日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关于聘任省委法律顾问、省委法律专家库成员的通知

本报讯（张海梅 记者裴雨虹）连日来，我省省直文化系统广

大干部职工掀起学习、宣传、落实全国两会精神的热潮。他们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全面落实高质量发展要

求，不断推动文化发展改革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省文化厅负责人表示，通过周密部署安排，将高质量筹备好

吉林省首届艺术节、首届吉林传统戏剧节等重大活动；高质量完

成好“送演出下基层”、戏曲进校园、扶持建设农村文化小广场等

重点任务；高质量实施好“健康生活·悦动吉林”等系列群众文化

活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与服务。

省文化厅：

推动文化发展改革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王丹）记者从一汽解放公

司获悉，一季度解放公司中重卡总销量达到

8.83万辆，同比去年一季度净增1.13万辆，

增长14.7%，完成全年目标的33%。其中，3

月销售中重卡3.2万辆，再次站上了月销售

3万辆的台阶。

今年国内的中重卡市场相比去年有所

回落，但一汽解放却依然保持了稳定的增

长。一汽解放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得益于稳

定的政策环境。去年新国标GB1589落地产

生的拉动效应依然存在，同时，治限治超政

策的力度空前，也为解放塑造了一个稳定的

政策环境。

一汽解放在各大区域举办推介会效果明

显，大单不断。仅3月，一汽解放2018款J6L

4X2载货车杭州区域产品品鉴会收获订单229

辆；解放新J6P6×4四季款安徽区域产品品鉴

会现场成交1007辆；刚刚结束的长春市城市

管理系统亿元环卫装备采购项目中，一汽解放

洗扫车、高压清洗车、低压清洗车、路面养护车

及吸污车等多款车型140余辆顺利交付。

此外，一季度一汽解放充分发挥强大的

技术领先优势，适时推出针对各细分市场的

各种款、各种版，发挥了解放的产品优势，满

足了细分市场用户更多的需求，从而不断增

加市场份额。

一汽解放销量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中重卡销售8.83万辆

本报讯（赵冷冰 记者陈沫）莫莫

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松嫩平原，

是世界候鸟迁徙、停歇的“驿站”，更是

世界濒危物种白鹤东部种群迁徙的必

经之地。今春，白鹤比往年早回来10

多天，目前来此停歇觅食的白鹤已达

1000多只。由于目前莫莫格湿地还

没有完全化冻，白鹤们白天大多集中

在大片农田里觅食，晚上分散到已化

冻的湿地里安歇，它们时而高飞、时而

鸣叫，把莫莫格的春天装点得生机盎

然。

白鹤春秋两季在莫莫格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停歇约100天，在此停歇的

数量最高达3800多只，占该物种全球

数量的90%以上，这也使莫莫格成为

真正的“白鹤的故乡”。据莫莫格保护

局局长常宇介绍，莫莫格已迎来候鸟

北归高峰，截至4月4日，白鹤、白头

鹤、白枕鹤、灰鹤等鹤类已有数千只。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鹤、白头鹤

总量达1500多只。除了鹤类外，来此

停歇的候鸟还有豆雁、白额雁上万只，

天鹅、白鹭、野鸭、鸥类等数量庞大，蔚

为壮观。

图为候鸟在莫莫格保护区停歇。

赵冷冰 摄

莫莫格迎来早归白鹤1000多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