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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几代电影人电影梦开始的

地方、“新中国电影摇篮”长影集团频发

大动作。在第十四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期间，长影将有6部作品集中对外推

介，向世人展示这个有着73年历史的

老牌电影制片厂发力影视创作后的不

懈努力。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

委宣传部的帮助指导下，长影集团在

2016年完成了新班子组建。他们以传

承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排头兵“红色基

因”为己任，秉承“没有电影就没有长

影”的发展理念，始终把影视创作作为

全部工作的灵魂和核心任务来抓。集

团党委面向“十三五”精心布局“振兴主

业，重塑辉煌”的锦幕蓝图，在之后的两

年间，以新时代新摇篮的新力量召唤新

老电影人回到心灵的家园，用“一年打

基础，两年上水平，三年出力作，五年重

塑辉煌”的决心与勇气，让每一位长影

人置身奋进路途。

银幕外，长影人追忆往昔更迈步未

来，影视创作强力崛起，银幕上，释放光

影交织的长影温度，绘就长影影视创作

矢志前行的时代画卷。

“长影要集中全部力量搞创作，把

影视创作作为长影的灵魂和核心任务

来抓，把主要精力和人力物力财力向主

业创作倾斜，让‘长影出品’更有市场竞

争力和社会影响力，擦亮长影品牌，努

力在中国电影繁荣发展大格局中占据

重要一席。”2016年10月，长影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赵彪在探班《虎年虎月》

（原名《剑拔藏地》）剧组时勉励主创人

员说：“长影诞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经历

过战火的洗礼，承担着党和国家赋予的

神圣使命，书写了属于自己和时代的荣

耀与辉煌。银幕上，我们传递了信仰的

力量，描绘了血性的壮举，银幕外，我们

要继承和弘扬前辈们开创的长影辉煌，

全面振兴电影主业，开辟电影创作的新

篇章，塑造中国电影的高峰之作。”

在振兴主业的命题下，长影艺术创

作中心和剧本创作中心在 2016 年成

立，赵彪就如何搭建围绕长影当前及未

来创作拍摄的剧本库、故事库时表示，

长影要把剧本创作放在电影生产的首

要位置，作为出精品、出力作的核心来

抓，作为提升创作质量的突破口来抓。

“要整合长影编剧队伍，融合社会优秀

编剧力量，引进编剧人才，增加编剧投

入，建立完善激励政策，为编剧人才创

作优秀作品创造条件。组织编剧队伍

深入基层，体验生活，从新中国发展伟

大进程中获得精神动力，从改革开放大

潮中寻找感人故事，从繁荣富强的农村

建设中提炼励志元素，创作出一批多样

化、多类型、多片种讴歌党、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标志性作品。”

此后不久，由刘佩琦、刘园媛联袂主

演的长影电影《守边人》在新疆的广袤旷

野上开机拍摄。拍摄时正值冬季，条件

十分艰苦，刘园媛说，为拍摄一场深夜水

中抢救羊群的戏，她与工作人员们拍摄

了一整晚，跳进冰冷而湍急的河水中20

多次。此外，魏大有背着妻子刘小好的

一场戏，也格外考验演员耐力，“拍摄地

海拔2000多米，刘佩琦老师要背着我，

还要背着包袱和枪，着实辛苦。”

电影《守边人》于2017年10月在全

国公映，长影随即在全国开展了“致敬

神圣国土守护者，长影电影《守边人》全

国边防‘百城千哨’巡映活动”，在历经

吉林珲春、新疆塔城、云南德宏等地巡

映之后，影片带着长影对记录时代的笃

定和传承红色基因传统的坚毅，把“守

边人”老魏叔的故事讲到了全国各地边

防哨所。

回顾长影的历史，就是一部在党的

领导下，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

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前

进，一心一意为人民创作拍摄主旋律、

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电影

的历史。正是这样的光辉历史，凝结成

了长影鲜明浓郁的“红色基因”，也成为

长影的光荣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这种“红色基因”

则成为了长影作为文化国企的鲜明特

点和核心优势。

进入新时代，长影将如何秉承这种

“红色基因”？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赵

彪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首先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通过学习坚定文化自信，

在党的领导下，牢牢把握新时代文艺发

展的正确方向， (下转第八版)

传承红色基因 勇挑时代重担
——长影集团矢志不渝“振兴主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马璐

8月31日，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在长春会见了浙江省嘉兴市党政代表团一行。 本报记者 宋锴 摄

本报8月31日讯（记者曹梦南）8月

31日至9月3日，浙江省嘉兴市党政代

表团来我省，就进一步加强与白城市开

展对口合作进行考察。今天晚上,省委

书记巴音朝鲁，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

海在长春会见了嘉兴市委书记张兵和

代表团一行。

巴音朝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

团一行表示欢迎，对嘉兴市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巴音朝

鲁说，吉林与浙江建立对口合作机制，

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决策。自

开展对口交流合作以来，在双方高层领

导的大力推动下，双方互访频繁，对口

合作不断加深，取得了丰硕成果。嘉

兴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

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情的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

地。嘉兴与白城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

产业关联度高、互补性强，合作的空间

和领域十分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建

立各个层级定期互访和人员交流常态

化机制，围绕红色旅游、现代农业、智能

制造、丝绸纺织等重点领域，促进产业

深度合作，推动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

互惠共赢。

张兵说，对口合作是践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题中应

有之义。希望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

惠互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原则，

进一步增进交往互访，调动市场主体的

积极性，使对口合作真正长远持久，产

生更大效应；不断深化合作内涵、创新

合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组织各类行

业协会、商会、企业主体考察对接，推动

形成互补发展、协同发展、共赢发展的

合作格局。

省领导张安顺、王凯、朱天舒，省政

府秘书长彭永林参加会见。

嘉兴市党政代表团来我省考察
巴音朝鲁景俊海会见代表团一行

本报讯（记者王丹 通讯员陈小军

孙亚帆）8月28日，由中国中铁承建的

双洮高速公路全面开工建设。双洮高

速公路起自双辽市，经长岭县、通榆县

至终点洮南市。主线全长187公里，采

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为120公里每小时，计划2021年5月30

日前通车。

“为完成‘创建平安工地，打造精

品工程，建设数字化高速公路’的目

标，双洮高速建设全线采用BIM技术和

成套智能设备。”中国中铁双洮公路

项目六工区技术负责人张江涛说，“项

目建成后，双辽至洮南将从现行4个小

时的车程缩短到2个小时以内。双洮

高速公路全面开工建设对于加快吉林

省高速公路网主要框架的形成、完善，

优化区域网布局，振兴吉林老工业基

地，大力发展旅游事业，拉动吉林省中

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据悉，双辽至洮南高速公路是国家

高速公路网中大庆至广州高速公路

（G45）双辽至嫩江联络线的一部分，也

是我省高速公路网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沿途与多条重要的高速公路连接，

线路在双辽市与在建的集双高速顺接，

并与大广高速相交；在长岭县与拟建的

长太高速衔接；在通榆县与拟建的铁科

高速交叉；在洮南市黑水镇与已通车的

双嫩高速洮南至坦途段顺接。

双 洮 高 速 公 路 开 工

本报讯（记者王丹）8月30日晚，一

汽-大众华北基地建成投产仪式在天津

举行。华北基地作为一汽-大众年内启

动的第四座新工厂，将全面实现全国五

大基地战略布局的蓝图。据悉，该基地

将主要生产大众品牌及奥迪品牌的SUV

等车型，预计年产能在30万辆。同时，

基地预留出插电混动和纯电动车型的

生产条件。

一汽-大众华北基地于 2016 年 5

月正式奠基，历时23个月建设周期。

华北基地兴建冲压、焊装、涂装、总装

四大车间及配套设施，预计到 2020

年，累计投入将达到130亿元。

“华北基地建设过程中，大量采用

节能新技术，从建筑物节能设计、精益

化物流技术、采用节能设备及工艺等

各方面着手，节约电能、水等能源。”一

汽-大众董事、总经理刘亦功说，华北

基地依据绿色建筑设计“三星”标准建

设，获得了国家住建部颁发的绿色建

筑设计“三星”认证。

一汽-大众华北基地建成投产成为

实现公司“2025战略”的关键一环。采

用国际领先的全方位VOC排放控制技

术，并引入光伏发电技术；整体水重复

利用率达到98%以上，污水全面回收，综

合利用，年节水量可达30万吨，在节约

投资的同时，减少了资源的占用、降低

了污染物的排放。

一汽-大众华北基地建成投产
年生产能力达30万辆

近年来，吉林高

新区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并为企业打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助

推企业发展。汽车

及零部件、电子信

息、医药健康等产业

保持了平稳较快的

发展态势。图为吉

林航盛电子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本报8月31日讯（记者陈婷婷）今天

上午，吉林省首批非保税汽车零部件正式

进入长春兴隆综保区，标志着我省在长

春兴隆综保区复制推广自贸区监管创新

制度“清单”上又多了一项新举措——仓

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简称分类监

管）。此举将对我省汽车零部件、轨道客

车等大型企业利用政策在保税区同库经

营和集约化运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便利集拼、分拨，提高物流

效率，减负增效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分类监管”制度，是指允许非保税

货物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储存，与保

税货物一同集拼、分拨、管理和配送，实

时掌控、动态核查和定期抽检货物进、

出、转、存情况。

作为首批试点企业，吉林省誉丰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对“分类监管”制度实施

的前后变化感受颇深。“以汽车零配件项

目为例，过去公司在区内区外各一个仓

库，分别仓储保税和非保税货物，仓储利

用率不到三分之一，成本很高。”总经理

张爱民告诉记者，现在誉丰国际物流已

将区外仓库取消，把货都运到区内保管，

一个仓库、一个系统、一套设备、一套人

员就可以做好所有相关业务，利润增长

率达30%以上。

据了解，此前，非保税货物不允许

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分类监管制度

实施后，打破了传统的内贸壁垒，非保

税货物与保税货物一同集拼、分拨，进

一步发挥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物流

配送功能，也方便企业根据国内外采购

订单最终确定出口或内销，拓展了企业

经营范围，增强了经营灵活性，有效降

低了仓储成本和物流成本，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桥梁作

用得以发挥，对推进长春兴隆综保区国

际国内货物中转自由转换综合物流服

务平台建设，打造国际贸易内陆港，提

高综合保税区核心功能区域地位具有

重要意义。

“分类监管制度落地以来，深受保税

仓储企业欢迎，截至目前，第一家试点企

业共计入区非保税货物仓储货值

2917.4万元，货运量319.27吨，为企业

节约仓储成本10余万元。”据长春经济

技术开发区海关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

还有2家大型物流企业正积极安装信息

监控系统，加快升级软硬件，争取尽早申

请开展分类监管业务。

分 类 监 管 减 负 增 效
长春兴隆综保区推广自贸区监管创新制度新举措

8月12日10时，伴随着一声悠长的

汽笛，一列来自俄罗斯的煤炭货列缓缓

驶入珲春铁路口岸。

当日，珲春铁路口岸2018年进出

口总量突破192万吨。

珲（春）马（哈林诺）铁路作为联结

中俄的经济大动脉，是我国“一带一

路”倡议中的跨境大通道之一。自

2013 年珲马铁路恢复常态化运营以

来，不仅实现多品种双向运输，过货量

更是年均呈爆发式增长，从最初的

60.9万吨到 2017年的 258.6万吨，年

增长率达到150%。预计，今年珲马铁

路的运量将突破300万吨。

置身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坐

拥“丝路吉林”出海要冲，珲春市依托

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区位优势，持续做

大做优开放文章。“铁路串点、水路连

线、公路接面”的通道建设格局，造就了

口岸经济蓬勃发展之势。

从珲春防川沿图们江而下到日本

海仅15公里，既是我国直接进入日本

海的唯一通道，也是我国从水路到韩

国东海岸、日本西海岸，以及北美、北

欧的最近点。38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

扇面分布着四个国家级公路、铁路口

岸——

珲春口岸是我省唯一对俄开放的陆

路口岸，可直通俄罗斯海参崴、扎鲁比诺、

波谢特等城市(港口)， (下转第八版)

开 放 棋 活 满 盘 赢
——珲春市口岸经济快速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王法权 田婕

“张大姐是热心肠的人”“多年来不

计报酬地为我们这些归侨、侨眷落实政

策的事、子女升学就业的事跑前跑后

的”“张奶奶是个好人”……

在长白山脚下的通化市二道江区

鸭园镇，一提起张明容，这里的归侨侨

眷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张明容，1947年3月出生于朝鲜新

义州，5 岁时随父母回国定居通化。

2002年任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侨联

工作站站长。她多年如一日为当地归

侨侨眷服务奔走，送温暖、排忧愁、解困

难,当地归侨侨眷都亲切地称呼她“张

大姐”“张奶奶”。

8月 29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次

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由吉林省

侨联推荐的张明容荣膺“中国侨界十

大杰出人物”。

炽热之情 为归侨侨眷搭起

“温馨之家”

1993年，张明容自发组织鸭园镇、

铁厂镇、五道江镇的归侨侨眷成立了鸭

园镇侨联工作站。为了方便帮助归侨

侨眷，她把工作站活动基地设在自己

家，自费购置办公桌椅及相关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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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 扑 在“ 侨 胞 之 家 ”
——记“中国侨界杰出人物”、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侨联工作站站长张明容

本报记者 王忠先

延吉至图们高速公路白改黑项目竣工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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