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曹梦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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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集团董事长

徐冠巨。

巴音朝鲁说，吉林省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把民营经济

作为新时代吉林振兴的关键力量，摆上更加突出位置，实实在

在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困难问题，为民营企业发展、企业家创新

创造打造更好的环境。希望传化集团把握吉林发展机遇，坚

定发展信心，加大投资力度，在巩固双方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数字吉林建设，在智能物流、跨境商贸等领域发挥更

大作用，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徐冠巨感谢省委、省政府对传化集团的关心支持，希望与

吉林在数字信息化服务、智能物流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为

吉林振兴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张安顺、朱天舒、彭永林参加会见。

巴音朝鲁景俊海会见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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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抑嫱)11月7日下午,全省

“文明村屯 干净人家”创建活动推进会议在长

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晓萍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支建华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工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筑魂工程，承载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美好梦

想。回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关

切，要提升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

作短板，真正让乡风民风、人居环境、文化生

活美起来，让农民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拥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

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的新成就扮靓美丽乡村、美丽吉林。要以

“文明村屯 干净人家”创建活动为有效载体,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落细落小落实，为

乡村振兴塑形铸魂。要担当有为、真抓实干,

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实现全省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谱写我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篇章提供

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

德滋养和良好的文化条件。

会上，敦化市雁鸣湖镇、通化县快大茂镇

繁荣村、通榆县乌兰花镇乌兰花村、东辽县安

石镇作了经验交流发言。

推动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全省“文明村屯 干净人家”创建活动推进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关锋）11月
8日16时，我省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转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1件

（重点案件60件），来电97件，来信24件。其

中，长春市60件（重点案件28件）、吉林市11

件（重点案件9件）、四平市4件（重点案件3

件）、辽源市10件（重点案件6件）、通化市5

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5件（重点案件3

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4件）、白城市3

件、延边州4件（重点案件3件）、长白山开发

区1件、公主岭市5件、省直部门2件（重点案

件2件），另有1件信访件反映多地区，涉及

长春市和四平市。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各类生态

环境问题 183 个。其中，噪声问题 35个，

占 19.1%；水环境问题 33个，占 18%；异味

扰民问题 31 个，占 16.9%；大气环境问题

24 个，占 13.1%；扬尘污染问题 10 个，占

5.5%；垃圾污染问题 8 个，占 4.4%；土壤

类问题 6 个，占 3.3%；其他类问题 36 个，

占19.7%。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交办各地及相

关省直部门。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1件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魏强）近

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到我省开

展“回头看”工作，全省各地各部门纷纷表示

将以此为契机，强化责任、强化措施、强化落

实，确保把督察组的意见落实到位，把环境

问题彻底整改到位。

延边州把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和群众投诉举报案

件办理，要求全州各地各部门，制定切实可

行的问题整改方案，确保改到位改彻底。

延边州环境保护局副局长王禹表示，延边

州将紧盯中央环保督察反馈27个问题483

个信访案件、省级督察583个信访案件的整

改落实，举一反三地查找出的各类问题，突

出重点领域的整治，强化重点区域的监督，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保质保量推动各类问

题的整改。

吉林市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专题调度、研究部署松花湖区域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要求按照既定整改方案

和规定时限，明确责任主体，不折不扣、实

事求是地抓好落实。并要举一反三，以问

题为导向，建立健全责任清晰、切实有效

的松花湖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做

到问题一旦出现可以早发现、早处置、早

解决。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燃煤锅炉排

放超标问题，通化市在辖区范围对违规锅炉

整改落实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对群众反映

强烈、整改难度大的企业实行限时拆除整

改，规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通化市

质监局副局长王红彦表示，按照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回头看”工作的要求，将重点对违规

注册的锅炉开展整治，对已经改燃合格的及

时发证，对拆除的及时淘汰，对在淘汰期内

停用和在用的锅炉将加强监管，保证按标

准、按时限将整治工作落实到位，确保锅炉

的安全达标运行。

全 省 各 地 强 化 落 实 立 行 立 改
确 保 环 境 问 题 彻 底 整 改 到 位

本报讯（李春晖 记者孟凡明）11月 6

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双阳区迎

检工作领导小组接到转办信访案件：双阳

区华山路油烟直排、排风机噪声扰民。接

案后，双阳区环保分局、双阳区食药监局

随即联合对该饭店进行检查，在确认油烟

排放符合环保要求、噪声符合功能区标准

后，执法人员要求该饭店对油烟净化设施

定期清洗，对专门烟道定期维护，防止油

烟外泄现象发生。这是长春市高质高效

办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案件的

一个缩影。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我

省后，长春市各地各部门坚决服从督察组部

署，制订详细方案，抽调精干力量，各级“一

把手”负总责、亲自抓，建立便捷高效的工作

机制，确保督察组转办的信访案件在规定时

限内调查处理。

长春市坚决确保八个“第一时间”，要求

案件承办单位接到案件后必须立即办理，第

一时间接收研判，第一时间分办案件，第一

时间催办案件，第一时间审核汇总，第一时

间上报结果，第一时间公开信息，第一时间

组织核查，第一时间启动问责，全力保障信

访案件办理高质高效。

长春建立完善信访受理流程和分类转

办体系，市信访受理组针对接件、派件、催

件、审件、报件等的环节，集中抽调12名业

务骨干，下设分类转办小组、审核汇总小

组、分流疏导小组3个小组，将负责派件、催

办和审核的人员分成城区、开发区、县（市）

区和市直部门4个小组，实行现场转办，各

县（市）区、开发区和市直部门选派人员常

驻市信访受理组，每日受理认领案件。落

实首办负责制，每天加强例会沟通。建立

完善的审核把关环节和沟通联络机制，做

到“交办不过夜”“核实不过夜”，信访受理

组从建委、畜牧、水利等13个市直部门抽调

业务处长，负责对15个县（市）区、开发区进

行现场协调、业务指导、审核把关，并通过

长春市信访受理微信联络群，加强案件办

理工作指导。

长春市全力以赴抓好督察问题的整改

落实，要求各单位和部门以铁的纪律、铁的

措施、铁的手腕，确保改到实处、见到实

效。整改要求方案化、措施化、项目化、具

体化，落实具体责任单位、责任人，明确整

改目标、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强化督办

落实，全程跟踪、办结销号，做到问题没有

调查清楚不放过、问题没有解决不放过、违

法行为查处不到位不放过、问责不到位不

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确保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真正以最高的标准、最严

的要求、最实的举措、最好的成效抓好整改

落实。

完善机制 立行立改 边督边改

长春高质高效办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魏强）近日，

位于向海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的农行向海干

部培训中心主体工程拆除完毕，这是该保护

区内仅剩的一家国有宾馆违章建筑，该建筑

拆除后，向海保护区内8家国有违章建筑实

现全部拆除。目前，正在进行垃圾清运工作。

为加快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工作，自年初以来，向海保护区管理局对

照问题清单，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以深

化问题整改为导向，以扎实的作风、有力的

行动积极推进，逐一整治销号，解决了一大

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针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涉及向

海保护区的10个案件，目前已完成整改8个案

件，剩余2个案件正在整改中。实施蒙古黄榆

植被恢复工程，采取人工补植树苗、播种榆树籽

方式，对毁林的30个地块进行植被恢复，苗木

补植工作已完成，成活率达到95%以上，已备案

销号；针对向海乡长期违规放牧的情况，向海保

护区管理局扩充了管护力量，今年增加护林员

15名，不定期分片巡护，截至目前禁牧已抓扣非

法野外散放牛21头、羊185只。

据调查统计，自6月份以来，向海保护区

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内已开展联合执法

行动20余次。一大批通过卫星遥感定位、群

众信访举报和自查自纠发现的窝棚、圈舍、

库房等违建设施全部依法得到拆除清理，向

海湿地的生态恢复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不仅如此，向海保护区管理局还对保护

区内疑似违建问题进行核查整改。其中，向

海核心区移民小区将依法补办相关手续，向

海西北点窝棚、鹤翁园、省副食基地、水利监

测站等将协调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拆除。

对照问题清单 加大整改力度

向 海 自 然 保 护 区 综 合 整 改 稳 步 推 进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时间：2018年11月5日—12月5日

专门值班电话：0431—80981369

专门邮政信箱：长春市6262号，邮编130012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中 央 第 一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对吉林省开展“回头看”工作公开信息

机场作为城市公益性基础设

施，不仅承担着公共运输功能，也

是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桥梁。

东北振兴，经济为先。随着国家新

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民

航业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

作用日益突出，它的快速发展不仅

仅是一座城市开放的象征，更是给

地方社会经济带来持续健康高质

量发展的动力引擎。近日，记者采

访了吉林机场集团总经理宋鹍。

“那么如何在东北振兴、吉林

振兴这盘大棋上，找到、找准自己

的定位？”宋鹍说，“作为首都机场

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服务

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服务广

大旅客、服务航空公司’为宗旨，这

是我们身为国企的责任和担当，更

是我们长期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近年来，吉林机场集团充分发

挥长春在东北亚几何中心的区位

优势，将长春机场打造成为区域枢

纽机场列入发展战略。这一重要

的战略选择是吉林主动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的必然，是发挥东

北亚区位优势引领作用的重要支

撑和提高吉林省机场群综合效益

和民航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也是带

动省内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

今年10月28日，经过3年的紧

张建设和运营筹备，长春龙嘉国际

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正式投入运营。

细致的流程设计让旅客步行至每个

登机口的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

而无纸化登机、自动行李分拣系统、

人工智能问询机器人等诸多科技元

素，让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的智能化

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二期扩建工程

的启用，为广大出行旅客提供了更

加安全、便捷、高效、舒适的服务，进

一步改善吉林营商环境，促进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综合立体

交通网络的构建，成为吉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和助推器。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推动

建设省内‘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运通互促、协调发展’的机场

群，在吉林对外开放、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新一轮吉林

振兴中贡献更大的力量。”宋鹍说。

吉林机场集团目前下辖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

国际机场、白山长白山机场、通化三源浦机场、白城长安机场，

与四平市政府签署了《四平机场合作协议》，吉林省“一主多

辅”的机场网络格局正稳步推进。

宋鹍表示，“‘一主多辅’的机场群均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

势，正在为助推地方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随着二期扩建工程的建成投用，吉林机场集团将适时启动三

期扩建工程的前期工作以及T1航站楼的整体改造工作；长白山、

吉林二台子机场总体规划获得批复；长白山机场扩建工程将在

2019年全面开工建设；延吉、通化机场总规修编完成初稿……

吉林机场集团已经形成了以长春为中心，辐射国内、布局

东北亚、连接东南亚主要国家和俄罗斯地区重点城市的空中

交通网络。

“作为我省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航线的开发规划，

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百姓生活的质量。”宋鹍告诉记

者，截止到今年9月，吉林机场集团共有42家航空公司累计运

营航线183条，通航79个城市（国内63个、国际14个、地区2

个）。全集团保障航班起降8.46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1143.81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7.41%、12.97%。其中，长春机

场保障航班起降6.87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968.87万人

次，分别同比增长9.07%、12.97%，运输架次和旅客吞吐量增

速在东北地区四大机场中位列第一。

宋鹍表示，未来，吉林机场集团要做好三项工作。

首先，优先引进停场过夜运力，争取第二家基地公司早日

设立。其次，完善航线网络，提升机场通达能力。进一步完善

国内航线网络，丰富通航城市数量；打造至国内省会级城市和

区域枢纽机场的航班快线，形成全天候多频次、航班时刻布局

均衡的快线产品；逐步构建泛东北区域干支机场间的航线网

络；丰富国际通航城市，逐步由包机向定期航线过渡。全面助

力我省旅游业和临空经济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新兴支柱。

最后，加快推动临空产业和通用航空发展。以长春机场、延吉

机场为依托，加快发展以航空运输、航空物流、航空商务为代表

的临空核心产业。深入研究通用航空发展前景，利用既有运输

机场人才技术和设备设施的优势条件，逐步完善通用航空服务

功能，促进吉林机场集团运输航空与通用航空协调发展。

宋鹍充满信心地表示“我们的工作目标就是着力打造同

层级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一流机场集团，让所属机场的

运营管理水平不断提升，让服务品质成为行业的一面旗帜。

吉林机场集团将在我省对外开放、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和新一轮吉林振兴中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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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家岗，是临江市的偏远小村。2006年史

玉平回乡创业，后当选为村支书，从此邱家岗村

从特色农业到乡村旅游，风生水起，远近闻名。

农民造个雪场 带动乡村振兴

2006年，多年在外承揽工程的史玉平带

着理想回到家乡，被选为村干部，开始了一名

党员创业带富的先锋历程。

史玉平知道，要让农民真正富起来，必须

经过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带着村民外出

考察，找差距，定思路，小村掀起创业潮……

第一步，得修路。邱家岗村的路，都是羊肠

土路，物资进不来，特产运不出。史玉平四处求

助，铆足劲儿让全村7个社的水泥路变得四通八

达。路修好了，收粮食、山货的大小货车都开到

了村民家门口，山里特产成了抢手货。

第二步，要长富。2015年元旦，史玉平

考察到一个雪村的旅游项目，他眼前一亮：

“这个地方还没邱家岗的自然条件好呢，我们

村也能干！”

说干就干，经村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选

址在邱家岗村六社，用冬闲的20亩山坡地开

始建造雪场。村民的热情再次被点燃，他们

顶风冒雪，手拉肩扛，热火朝天干了一个多

月，深山里诞生出冰雪乐园。

雪场的诞生，带火了村子，带富了百姓。

村子引进企业，建起餐饮中心。村民把土豆、

白菜、腌菜集中送到餐饮中心，供不应求。游

客走时，开心之余更不忘带走一些土特产。

雪场和餐饮中心雇了30多名村民，每月1500

多元钱的工资；还有的村民搞起农民之家、知

青之家、军人之家等民宿经营，三餐一晚每人

收费120元。

从此，邱家岗开始变得越来越热闹：冰雪

游、花海游、农家乐、民俗游、徒步专线游和生

态美食游……一年四季，游客不断。

“我们自己造雪场，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乡

村振兴。”邱家岗村党支部书记史玉平很自豪。

启动全域旅游富民强市新引擎

“如果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

我希望这次是在桦皮村的花海里。”一条木栅

栏上的标语，让人注目流连。乡村游、红色游、

休闲游、人参文化游……临江的四季就是一幅

不断变换的山水画卷，移步即景，美不胜收。

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里的红色记忆，将

昨天的战火硝烟告诉今天的幸福生活；曾经

沙石覆盖，杂草丛生的江心岛，如今成为鸭绿

江中一颗璀璨明珠；吉林省鸭绿江旅游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正在通过全域旅游实现乡村

振兴；后爱集团斥资1.1亿元创建后爱健康

产业园，邀请游客深层体验，为临江打造人参

文化旅游新名片……

一场多元开放的资源整合，正在吹响“富民

强市”的集结号。近年来，临江市围绕“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全面贯彻落实省和白山大力推进全域旅

游工作的重要部署，坚持“生态立市、工业强市、

开放活市、文旅兴市”不动摇，充分发挥临江的

生态、人文优势,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全力打

造多元化的全域旅游。去年临江市全年游客接

待量83.9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62亿元，2018

年旅游总收入预计可达到4.11亿元。

18年前，临江还没有A级景区；如今，已有

四个A级景区，并屡获中国最具开发价值的十大

旅游城市、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首

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首批最美生态旅游目

的地、中国深呼吸小城、中国长寿之乡等殊荣。

记者手记：
临江不仅风景如画，更有厚重文化传

承。这里有“渤海古韵”，更有“红色赞歌”，这
里正在融入“泛长白山”和“沿鸭绿江”大旅游
圈，旅游业的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链条正
在快速发展。

临江人凝心聚力抓改革，融资合作上突
出多元开放，路网建设上突出快进漫游，城乡
建设上突出一体统筹，景区建设上突出特色
差异，市场开拓上突出独辟蹊径，产业融合上
突出相融相盛，旅游服务上突出规范优质。
一路采访，记者看到了临江市“文旅兴市”的
决心，更看到了全域规划上的旅游布局。

农民造雪场 催热乡村游
——临江打造全域旅游富民强市新引擎

本报记者 任胜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