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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5日讯（记者曹梦南）今天，

省委书记巴音朝鲁来到松原市的扶余市、宁

江区和前郭县，调研民营经济发展和地震灾

后重建情况，走访慰问受灾群众。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深化改革、

重塑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快发展。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急民所急，

真抓实干，狠抓落实，认真做好灾后重建和

受灾群众帮扶各项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居住

安全温暖过冬。

巴音朝鲁来到扶余鲁花浓香花生油、吉

林鹏鸿木业、吉林鸿翔种业、吉林省德伟米业

公司和阿里巴巴扶余电商服务中心，实地察

看企业发展情况，勉励企业家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切嘱托，坚定信心、扩大投资、加快

转型升级，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在鹏鸿木

业，巴音朝鲁与大家围坐在一起详细询问企

业运营、环保达标等情况，认真了解企业面临

的实际困难，要求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在扶余电商服务

中心，巴音朝鲁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勉励大

家积极拓展产品销售，想办法让更多的农民

腰包鼓起来。在鸿翔种业，看到育种和生产

车间一片繁忙，巴音朝鲁十分高兴，鼓励企业

加强攻关、精准育种，为农民增收、粮食生产

作出更大贡献。

寒冬来临，巴音朝鲁十分牵挂地震受

灾地区群众的生活。他深入到宁江区毛

都站镇姜家村和前郭县平凤乡松江村，详

细了解灾后重建情况。在重建户谭广州、

张艳华、郭喜山和李立辉家中，看到大家

住进了温暖舒适的新房，设施齐全、窗明

几净、暖意融融，巴音朝鲁非常高兴。他

叮嘱当地干部，要千方百计安排好受灾群

众的生产生活，让每一户受灾群众都能够

温暖过冬。

调研中，巴音朝鲁强调，民营经济是推

动新时代吉林振兴不可替代的力量。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

动民营经济实现更大作为更大跨越。要深

入开展大服务、大走访、大调研活动，把习近

平总书记的关怀带到每个企业。要千方百

计为民营企业降本减负，加强银企对接，拓

宽融资渠道，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要坚决打好重塑环境攻坚战，深化“放

管服”改革，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要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发展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实现更有质量更有效益的发展。

巴音朝鲁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时刻把受灾群众的安危

冷暖记在心上，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各项工

作，着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妥善解

决好住房、用水、用电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实际问题，确保受灾群众居住安全、温暖

过冬。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安顺参加调研。

巴音朝鲁在松原调研时强调

推 动 民 营 经 济 大 发 展 快 发 展
确保受灾群众居住安全温暖过冬

11月15日，省委书记巴音朝鲁来到松原市的扶余市、宁江区和前郭县，调研民营经济发展

和地震灾后重建情况，走访慰问受灾群众。 本报记者 宋锴 摄

本报讯（记者曹梦南）11月 14日至 16

日，浙江省代表团来我省考察吉林省与浙江

省对口合作、宁波市与延边州扶贫协作工作

情况。14日晚上，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在长

春会见了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冯飞和

代表团一行。

巴音朝鲁对代表团一行到来表示欢迎。

他说，吉林与浙江开展对口合作，体现了党中

央对吉林的深切关怀，体现了浙江人民对吉

林人民的深情厚谊。对口合作开展以来，两

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东西部扶

贫协作和对口合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迅速行

动、主动对接，各项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吉

林与浙江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

望双方在巩固已有合作成果基础上，进一步

把浙江的先进理念、体制机制优势与吉林的

资源要素优势有机对接，进一步深化在数字

经济、改革创新、平台建设、文化旅游、人才交

流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进一步推动两地对口

合作、扶贫协作向纵深发展，实现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的互惠共赢。

冯飞表示，做好对口合作工作，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政治任务。我们将深入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两

省对口合作协议确定的目标任务，特别是在

体制机制创新、产业合作、园区建设等方面落

实落细，努力取得新的更大成果。

张安顺、吴靖平参加会见。

浙 江 省 代 表 团 来 我 省 考 察
巴音朝鲁会见代表团一行

本报11月15日讯（记者黄鹭）今天，省委

副书记、省长景俊海来到长白县调研。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

攻坚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要

求，夯实责任，强化举措，扎实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确保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长白县是省级贫困县，今年计划成为我

省首批脱贫摘帽县。景俊海来到金华乡金华

村，分别走访已经脱贫的臧云廷和贫困户张

今兰家。他认真察看墙上张贴的精准帮扶责

任清单，一项一项核对收入账。他说，打赢精

准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于不落一人一户。要

坚持实事求是，落实精准措施，排查摸清底

数，强化产业支撑，提高脱贫质量，巩固好脱

贫成果，确保脱贫不返贫。制定政策举措，完

善社会保障体系。景俊海实地察看金华村光

伏发电项目和水果蔬菜大棚项目，了解运行

情况。他要求，搞好扶贫项目开发经营，着力

提高村集体创收能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保

障扶贫项目收入稳定，让更多人得到实实在

在收益。

景俊海来到长白口岸，实地考察货物人

员通关及边境贸易开展等情况。他指出，要

发挥开发开放区位优势，畅通人流物流，大

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招商引资，搞好边

境旅游、边境贸易等，带动产业发展，提高就

业率。“融资难不难？”“用工紧张不紧张？”在

天力泰药业公司，景俊海详细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认真询问企业遇到哪些问题。他

说，要深化最彻底的“放管服”和最高效的

“只跑一次”改革，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

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要着眼长远，优化

投资布局，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创造更好效

益。他叮嘱企业，严格把关产品质量，保证

药品安全有效。

在长白县污水处理厂，景俊海察看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听取污水

处理工艺流程介绍。他指出，要完成好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任务，严把工程质量

关，加快提标改造进度，确保达标排放。前往

长白县途中，景俊海在抚长高速东岗收费站

办公区考察生物质锅炉运行效用。看到秸秆

燃料供热效率可观，景俊海要求，完善现有技

术，加大推广力度，既提高秸秆资源化利用水

平，又保障稳定供热供暖。

省政府秘书长彭永林，省直有关部门和

白山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景俊海到长白县调研时强调

扎 实 完 成 脱 贫 攻 坚 任 务
确保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本报11月 15日讯（记者

王丹）针对中央第一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对辽源市仙人河

黑臭水体整治督察情况的通

报，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委

副书记、省长景俊海今天作出

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摸清情

况、查实责任，对违法违纪者

严肃追责，决不姑息。

日前，中央第一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按照统筹开展辽

河流域污染问题专项督察的

要求，对辽源市仙人河黑臭水

体整治情况进行了现场督

察。督察发现，辽源市在仙人

河黑臭水体整治中，思想认识

不到位，控源截污严重滞后，

做表面文章、轻实际效果，既

未达到黑臭水体整治目标要

求，也未达到督察整改的序时

进度。

对此，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巴音朝鲁在批示中指出，

东辽河流域治理是一项重大

民生工程，也是一项重大的政

治任务，是我省打好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标志性战役。

必须从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总书记重要批示

精神的政治高度，以最严格

的要求、最扎实的作风，确保

取得实效。对中央环保督察

整改任务和省委省政府的整

改要求，必须坚决贯彻落实，

坚决整改到位。对敷衍应

付、虚假整改的要严肃追责

问责，决不姑息。要举一反

三，对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情

况进行全面深入自查，坚决

防止出现类似问题。由省纪

委省监委牵头组成联合调查

组迅即赴辽源市调查核实。

要从政治纪律查起，并提出处

理意见。

景俊海批示指出，东辽河治理对于我省改善和保障民

生、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提高政治站

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书记重要批示

精神，把治理工作做实做细做快做好，切实达到效果。要

按照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发现的问题和省委省政府要

求，全面排查和摸清辽源市在辽河流域治理中存在的敷衍

应付、虚假整改等问题，并举一反三，防止其它地区出现类

似情况，切实以最严格的要求，最扎实的作风，最有力的举

措，抓好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对违纪违法者严肃追责，决不

姑息。

目前，省纪委省监委按照省委要求，迅速牵头成立联

合调查组，已赴辽源市展开调查，从严从实查清问题情况，

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严肃追责问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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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省委办公厅发出通知，印发《吉林省加强公

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实施办法》。通知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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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实施办法》已经省委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2018年11月12日

（《吉林省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实施

办法》全文见第四版）

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
省委办公厅印发《实施办法》

新华社莫尔兹比港11月15日电（记

者杨敬忠 骆珺）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日

乘专机抵达莫尔兹比港，开始对巴布亚

新几内亚独立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建交

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并出席亚太经合

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当地时间晚8时05分许，习近平乘

坐的专机抵达莫尔兹比港杰克逊国际机

场。习近平步出舱门，现场响起热烈的

掌声，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埃布尔率

政府高级官员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巴布

亚新几内亚少年向习近平献上鲜花。红

地毯两侧，英姿飒爽的礼兵昂首伫立。

当地舞蹈演员头戴羽饰，腰系草裙，手持

皮鼓，跳起热情洋溢的迎宾舞蹈。机场

外，自发赶来的当地民众、中资企业员工

和华侨华人簇拥在机场外和中国代表团

下榻处，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抵达莫尔兹比港
开始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建交太平洋岛

国领导人会晤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从企业遇到问题后要挨个部门去

“拜码头”，到如今找省软环境办一家

单位即可解决；从政策文件藏在深闺

无人识，到如今送菜上门摆上企业案

头……

打造优质营商“软”环境，就要下决

心使出“硬”功夫。近年来，省软环境办

充分发挥软环境建设机构职能作用，围

绕“痛点”“堵点”抓整治，帮助民营企业

解除发展“困扰”，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

护航。

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摊派等

涉企“四乱”是广大民营企业最为厌烦、

最深恶痛绝的，对此，省软环境办在全

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专项整治，现已累

计查处涉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以

及吃拿卡要等典型涉软案件195件，对

19起典型案件进行了公开通报，起到了

较好的震慑作用。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承诺不兑现、欠

账不还，让广大民营企业敢怒不敢言，

省软环境办重拳出击，组织开展政府机

构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去年以来，帮助

各类企业清欠30多亿元政府欠款，极

大修复了各类民营企业在吉投资兴业

的信心。

为了拓宽监督和诉求受理渠道，

省软环境办搭建了全省软环境建设智

能管理平台，实时受理企业投诉举

报。自平台开通以来，累计接受投诉

举报1766件，办结1722件，办结率达

97.51%。全省万名软环境监督员、千

个软环境监测点作用也得到较好发

挥，向常态化软环境社会监督机制建

设迈出重要步伐。 (下转第四版)

省软环境办：为民营企业加快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李抑嫱

一组组数据，让欧亚集团的商业神

话变得现实可感：

1984年起步，截至2017年末，公司

资产总额达217.64亿元，增长10617倍；

2017年实现销售424.5亿元，增长3401

倍；利润实现8.44亿元，增长3836倍。

成立34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

凯歌，欧亚集团由默默无闻的小商店，发

展成为横跨全国11省24市，拥有南至海

南、西至青海的百余家门店，位列中国企

业500强第364位的零售航母。时代为

什么选择了欧亚？是什么成就了欧亚？

带着问题，记者走近欧亚集团。

起航：郊区小店里的大梦想

33年之后，已经是双辽欧亚副总经

理的王秋静来到自己1985年供职的欧

亚车百，险些找不到门，“变化太大了！”

时针回拨到欧亚集团起步的1984

年。这一年，青年曹和平接手一家远离

长春市中心小小的三层楼“门市”。经

过曹和平的改革和管理，灰头土脸的小

店换了新颜。

员工黑白蓝三色的单调衣着，擦得

锃亮的玻璃柜台，门店首创“您好，欢迎

光临”的问候语，满头大汗、扛着大包上

楼送货的企业领导和普通员工……通

过王秋静的讲述，过电影一样，30多年

前旧场景鲜灵灵地呈现在眼前。那时

的商店尽管依旧素简无华，但焕然一新

的企业面貌，常让当时的王秋静和同事

们心潮澎湃。

长春欧亚集团董事长曹和平告诉

我们，1984年，当时的欧亚集团还叫长

春市百货公司第四商店，企业资产总额

只有205万元， (下转第三版)

从“小舢板”到“航空母舰”
——长春欧亚集团改革开放40年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陶连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