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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记者黄鹭）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

景俊海在长春会见红星美凯龙集团董事长车建新。

景俊海首先对车建新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红星

美凯龙集团是国内知名的综合开发企业，近年来，在吉林

开展广泛投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红星美凯龙搞好

设计规划，提升购物、旅游等综合消费体验，高效推动“梦

吉林”大型文旅项目建设，发挥先导作用。进一步扩大投

资、深化合作，在吉林布局重点项目，提高土地利用率，助

力吉林高质量发展。

车建新表示，双方在沪粤企业家座谈会上达成合作意

向以来，仅仅用三个多月进行了迅速对接落实，体现出吉

林效率高、服务优、投资营商环境好。我们将加快合作项

目建设，为吉林振兴发展作出贡献。

会见结束后，景俊海出席红星美凯龙“梦吉林”项目签

约仪式。长春市政府和省旅发委分别与红星美凯龙集团

签订“梦吉林”大型文旅项目合作协议。

副省长金育辉、长春市市长刘长龙参加活动。省政府

秘书长彭永林主持签约仪式。

景俊海会见红星美凯龙集团董事长车建新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陈鑫源)今天，为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管水治水工作的重

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河长

制工作部署，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林武到饮

马河流域双阳段进行踏查调研，进一步了解

饮马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情况，

并召开饮马河2018年省级河长工作会议，对

饮马河流域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进行再调

度、再安排、再落实。

林武指出，全面推行河长制是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调度、亲自安

排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是落实绿色发展理

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省

委、省政府的明确要求。

林武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批示精神，按巴音朝鲁书记、景俊海省

长部署安排，饮马河流域沿线各地方政府和

省直相关部门按工作分工立即着手河道会

诊，进一步排查河道排污口、沿河企业及作

坊、居民排水情况，全面梳理辖区内脏乱、黑

臭河道基本情况，进一步摸清饮马河流域污

染情况，切实掌握污染源总量构成及分布状

况，找准每个河段存在的主要问题，精准施

策、综合治理、统筹改善饮马河流域水质，使

水污染逆转，水质好转。

林武强调，要以对吉林振兴发展高度

负责、对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

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硬化实化

督查考核，扎实做好管水治水各项工作，坚

决扛起饮马河流域污染治理的政治责任、

民生责任，坚决打赢饮马河污染专项整治

攻坚战。

坚决打赢饮马河污染专项整治攻坚战
林武到饮马河流域双阳段踏查调研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马璐）今天上午，

2018年“健康生活·悦动吉林——影享吉林

公益观影暨十佳影院评选活动”启动仪式在

长春吉视欧亚三环影城举办。省委常委、宣

传部长王晓萍与中宣部电影局、国家电影资

金办、电影频道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及嘉宾共

同出席并启动活动。

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主办。国家电影资金办副主任李东在致

辞中，充分肯定了我省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让

电影真正服务群众，惠及百姓的经验做法。

随后，2018年“影享吉林公益观影暨十佳影

院评选活动”进行了项目推介，重点发布了

“红色主题放映活动”“公益电影‘十进’系列

活动”“电影欢乐节系列活动”等三大类30余

项线下公益观影活动，对“十佳影院评选活

动”以及《影享吉林》电视栏目等内容进行了

重点突出、内容详实的介绍。此外，活动现场

还向特殊群体代表发放了公益观影卡。

5月至10月期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将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共建

共享、群众受惠”的整体工作思路，在全省农

村、城镇经营性影院开展公益电影放映以及

观众最满意的十佳电影院、公益电影十佳放

映队评选活动，重点为农民、老年人、未成年

人、进城务工人员、城市低收入人群等放映公

益电影不少于12万场次，接待观影群众500

万人次，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享受到电影的文

化惠民温暖。

“健康生活·悦动吉林——影享吉林公益
观 影 暨 十 佳 影 院 评 选 活 动 ”在 长 启 动本报 5月 18日讯（记者粘

青）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重大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抓环境、

抓项目、抓落实”工作部署和突

出发展民营经济重要举措，今

天，省工商联与省直政法机关合

力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召

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李景浩

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景浩指出，要牢固树立

大局意识，全省各级工商联组

织和政法机关要做推动民营经

济发展的“护航舰”，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民

营经济发展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不断加强对民营经济的法

律服务和法治保障，切实承担

起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责任使

命。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把

树立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放在

重要位置，依法保护民营企业

和民营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

维护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

场环境，切实为民营经济发展

提供法治保障。要牢固树立服

务意识，工商联和政法机关要

进一步建立健全部门协同落实

政策机制，形成完善高效的法

律服务体系，积极引导民营企

业和企业家守法诚信经营，发

挥优秀企业家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会上，省工商联分别与省法

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

厅等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将进一

步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高

效、优质的法律服务和保障，为

民营经济发展营造优质法治环

境。有关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并为省民营企业法律维权服务

站授牌、为省民营企业法律服务

律师团代表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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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霍宏伟 记者粘青）今
天，省法学会召开研究会工作会议，认真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关于法学研究的重要

部署，分析我省法学研究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推进新时代法学研究工作实现新跨越。省法

学会会长李申学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法学研究在国家重大决策

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要努力将省法学会

各研究会建设成为思想政治坚定、学术引

领功能彰显、协同创新优势突出、智库作用

充分发挥、人才活力竞相迸发、治理体系科

学的中国特色的法学研究组织。要总结经

验，进一步明确研究会工作方向和重点任

务。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建

设，坚持党对研究会工作的绝对领导；加强

研究会组织建设，重点抓好党的建设；加强

研究会作风学风建设，大兴调研之风，发扬

学术民主；加强研究会制度建设，健全内部

治理机制，完善学术活动规则，健全评价和

惩戒退出机制。

省法学会:推进新时代法学研究工作实现新跨越

口述史主人公：吕爱辉，吉林延边人，英
国萨里大学管理学理学硕士。现任延边畜牧
开发集团董事长，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科协
委员，政协吉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委，吉林
省妇联常委，吉林省科协常委，吉林省青联常
委，延边州第十四届人大常委，延边州女企业
家协会会长，延边大学客座教授。

“我的未来在哪里？”

18年前，我从北京语言大学韩国语专业

毕业时这样问自己。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

我，懵懵懂懂，不知道如何选择未来的职业、

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身边也没有人能够指

导和帮助我做好职业生涯设计。

对于一个埋头苦读十几年的学生来讲，

迈出大学门槛，我首先想到的，是继续在自己

的专业领域深造下去。于是，我来到韩国梨

花女子大学进一步研修韩国语。结业回国

后，我有幸到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栏目当

了一名编导。在工作中我逐渐意识到，仅凭

一门韩国语，我在中央电视台还是没有什么

专业优势，发展后劲明显不足。于是我又从

头开始学习英语，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顺

利通过雅思考试。我先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

学学习语言，后来在英国萨里大学获得管理

学理学硕士学位。

2005年，从英国学成回国后，我在北京

找到了一份算是比较体面，用现在时髦的话

讲很“高大上”的工作，就职于教育部基础司

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从事全国中小学的课程

改革。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工作期间，除了

本职工作，我还要偶尔给来访的外国代表团

担任口语翻译。

认认真真地工作了一年，我并没有从这

份工作中找到激情，在英国学习的管理学知

识也派不上用场。我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

里？我又再次陷入了新的迷茫。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家乡延

边。过去那里的农村家家户户都要饲养延边

黄牛，饲养历史接近200年，有着非常好的基

础。延边黄牛肉质细嫩，汁多味美，营养丰

富。虽然与“日本和牛”“韩国韩牛”同宗同

源，但相比较而言，延边黄牛长期以来却总是

叫好不叫座，迟迟无法走出延边。

我在英国学习的专业知识告诉我，延边

黄牛产业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随着改革开

放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有意识、有能力消费高品质的延边黄

牛系列产品，这意味着我可能找到了一份可

以奋斗终身、利国利民，同时也有利于自己成

长的终身职业。

为了这个梦想，2006年，我决心破釜沉

舟，放弃国家教育部的“金饭碗”，离开北京，

回到家乡延边养牛。我的这个决定，当时身

边几乎没有人认同。很多人认为我是一时头

脑发热或精神上出了什么毛病。也有人预

言，不出一年我就得后悔莫及。

基于对自己专业的自信和骨子里的“不

安分”，我下决心闯一闯、试一试。我经常鼓

励自己人生能有几回搏？我深信奋斗的青春

最美丽！

延边黄牛尽管肉质好，口感也好，但生性

比较好斗，后躯小，长肉慢，很多当地农民因

为它不怎么出钱，一般不愿意饲养。从专业

角度看，延边黄牛尽管品种不错，但属于役

牛。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本土专

用的肉牛品种。“如何培养出肉质好、经济效

益好的肉牛品种呢？”这是摆在我面前的第一

道难题。

在父辈长期工作取得各种技术和工作经

验的基础上，我多方奔走，到处学习，进一步加

快推动开发肉牛品种的步伐。经过持续不断

地研发投入，保持与黄牛饲养相关科研院校合

作，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我和我的团队以延边

牛为母本，以法国肉牛品种“利木赞”为父本，

通过开放式育种，导入四分之一外血，成功培

育出了中国专用肉牛品种——延黄牛。

发展延边黄牛产业需要品牌意识。2007

年5月，“犇福”品牌应运而生，一条现代化屠

宰深加工生产线在龙井市启动运营，延黄牛

的屠宰加工从此开始走上了标准化、现代化、

规模化发展的道路。

延黄牛的培育成功很快得到了官方认

可。2008年3月，国家农业部发布“990号公

告”向全世界宣布，延黄牛是我国肉用牛育种

历史上的重大成果，填补了中国肉用牛品种

的空白。国内权威人士认为，延黄牛的培育

成功，对于提高中国肉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

2011年7月，经过长达一年的现场考察、

多次谈判、国际第三方48项检测、全球行政

总厨英文推介会等重重考验，我代表“犇福”

在延吉市与美国万豪国际集团签订采购供应

协议，将“犇福”牌生鲜牛肉系列产品打入JW

万豪、丽思卡尔顿、万豪、万怡、万丽等全球著

名品牌酒店。

2017年8月，经过长达6年的积累提高，

我再次代表“犇福”与美国万豪国际集团签订

合作意向书，将双方长达6年的初级畜产品

合作升级到精深加工的新高度。“犇福”成为

西方高级酒店集团在中国的首个精深加工农

产品供应商。万豪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采购经

理吴彬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整整12年，我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论在

延边、长春、北京，还是在美国、欧洲，我无时

无刻不在心心念念着我钟爱的延边黄牛产

业。经过十几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延边黄牛

终于不再困守延边。延边畜牧开发集团作为

延边黄牛产业的龙头企业，不仅已经成功将

“犇福”品牌打入世界顶级酒店，而且已经有

能力将高品质的“犇福”系列产品覆盖全国

500个以上的大中城市。凭借移动支付的科

技春风，延边黄牛与消费者之间不再是千山

万水的遥不可及，而是一秒钟在手机上即可

实现的瞬间链接。

我们集团始终把科技作为立身之本，数

十年聚焦牛种科技不动摇。2015年7月，集

团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设了国内首个校企

共建畜牧学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即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畜牧学博士后流动站——延边肉牛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地；2016年，延黄牛被

农业部列为全国主推牛种。在前三个主推牛

种中，只有延黄牛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2017年，集团下属实验室获批吉林省育种重

点工程实验室，并将延边黄牛的胚胎移植列

为主要科研课题，主攻延边黄牛种群繁育工

作，为延边黄牛未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进一

步铺平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关键

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数十年如一日，

我们集团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参

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各项社会公益事

业。仅在延边州范围内，集团在45个乡镇建

立扶贫基地，带动 1万多个肉牛饲养户脱

贫。近两年，集团与柳洞村、永胜村、高岭村、

奋斗村、桃源村等11个贫困村结对子，包保

贫困户690户，1208名贫困人口，累计投入财

物1100万元，为延边各族农民和贫困户脱贫

致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以上这些成绩不是属

于我个人的，也不是属于我们企业的，是所有

支持、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们共同奋斗的结果。

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曾经有过一个小小

的梦想——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为

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

和情怀，我回来了，我奋斗了，青春无悔！

后记：
与吕爱辉的交流很轻松，轻松得仿佛一

直在漫不经心地谈论着别人的故事。以至于
采访结束了，我几乎还没有把这些辉煌的成
就和这位个头不高、面容清秀的“女孩”联系
在一起。但是我也能深刻地体会到她骨子里
的倔强和目光中的坚韧。是的，一个人走什
么样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吕爱辉以她的成
功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选择奋斗，才能拒
绝平庸！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口述人：吕爱辉

本报记者 陈耀辉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王超）在第二十

八次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省残联在省残疾

人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

疾人一个也不能少”主题活动。副省长李悦

出席活动并向学生们赠送礼物，表达对他们

的亲切问候。

在学校一楼大厅，李悦同大家一起观看

了残疾学生作品展和书法、茶艺成果现场展

示。在中医康复保健按摩实训室、计算机实

训室、女生公寓和学生餐厅，李悦仔细查看学

校的无障碍设施，详细了解学生们在校的学

习、生活情况，勉励大家要刻苦学习，掌握技

术，立志成才，为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李悦对我省残疾人教育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她指出，抓好残疾人职业教育，关系

到残疾人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全面小康社

会的最终实现。全省残疾人工作者要始终

把残疾人民生放在心上，做残疾人的贴心

人，多听取他们的诉求，为他们解决实际困

难，让残疾人朋友和全省人民一道共同步入

全面小康社会。

省领导到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看望慰问学生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缪友银）为进一步加大社会各界

对招生考试工作的监督，增加招生工作透明度，深入实施高校

招生“阳光工程”，更好地维护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吉林省

2018年高考期间设立咨询举报电话。欢迎社会各界对招生

考试各种违规作弊行为进行举报。对违纪舞弊举报，经查实

后，将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举 报 电 话 为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0431-84605880、

0431-84691260，省 教 育 厅0431-88905855；松原市教育局

0438-2135867、松原市考试院0438-2280055；延边州教育局

0433-2919063、延边州招生办0433-2517201；白城市教育局

0436-3224146、白城市考试院0436-3207002；通化市教育局

0435-3275708、通化市招生办0435-3275311；四平市教育局

0434-3266625、四平市招生办0434-3222355；吉林市教育局

0432-62050111、吉林市考试院0432-62757007；长春市教育

局0431-88787075、长春市招生办0431-89965255；辽源市教

育局0437－3223567、辽源市招生办0437－3117254；白山市

教育局0439-3263576、白山市招生办0439-3317130；长白山

教育局0433-5757509、长白山招生办0433-5757117；梅河口

教育局0435-4233658、梅河口招生办0435-4218385；公主岭

市教育局0434-6297507、公主岭市招生办0434-6866865。

我省高考咨询举报电话公布

本报讯（记者闫虹瑾）由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行为

安全专业委员会、吉林省安全科学与工程学会联合主办，

吉林建筑大学承办的“第五届行为安全与安全管理国际研

讨会”的准备工作已就绪。

截至目前，组委会已收到论文及论文摘要126篇，经审

核共收录118篇。据悉，国内外行为安全与安全管理方面

的专家、学者及相关方面的代表100余人将与会。会议将

“以事故为研究对象，以预防事故的普适性科学方法”为主

题，着重探讨“事故致因理论与行为安全”，也将探讨相关

的事故预防基础理论、事故预防的系统科学方法、应急救

援理论与技术、安全监控技术等各个方面的科学问题及应

用现状和前景。会议期间，将有部分专家、学者和代表展

现他们的最新研究和应用成果，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倡导学术结合、学术互促的学术风格，构建和谐的学术交

流氛围，探讨事故预防科学技术方法，共谋吉林省安全发

展大计。

第五届行为安全与安全管理国际研讨会已准备就绪

本报讯（记者李晓静）2018 年中国北

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5 月 17 日在北京

开幕，我省 49 家高科技企业携 70 多个项

目在展会上精彩亮相。展会期间，副省长

安立佳视察我省展区。

本届科博会以“引领高精尖产业发

展 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主题，聚焦

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集中

展示高精尖科技成果和核心关键技术，分

享科技产业发展新理念新模式新思路，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0 余家企业应邀出

席。我省自2000年起，以省政府名义组团

参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届科博会我

省代表团参加省市代表团系列洽谈活动、

开展各类推介交易、网上展示推介等经贸

洽谈活动。

自开展以来，我省展位展出的人脸核

查系统、VR多媒体应用、二氧化碳激光管

等电子与信息、生物技术与医药、先进制

造、新材料等领域的一批前沿科技成果受

到关注，吸引了大批参观者。

我 省 高 科 技 产 品 精 彩 亮 相 北 京 科 博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