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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婧)3月 18日，一汽-大众“开年之车”——

全新一代速腾 Long-Wheelbase 在海南三亚震撼上市，推出

1.2TSI 和 1.4TSI 两个排量共 8 款车型，售价区间 13.18—

19.68万元。

自2006年入华至今，一汽-大众速腾已连续8年蝉联A+级

三厢车的市场冠军，赢得了近260万用户的信赖。全新一代速

腾Long-Wheelbase凝聚了媲美B级轿车的产品实力，开启了A+

级轿车新纪元，加之诚意十足的价格，必将在今后书写速腾家族

新的传奇篇章。

一汽-大众全新一代速腾正式上市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黄鹭）今天，省政府与纽泰锂业（深

圳）公司举行工作座谈会。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纽泰锂业

（深圳）公司董事长张礼庆出席会议。

景俊海说，纽泰锂业（深圳）公司在锂矿新能源产品研发

生产等领域具有较强实力，产品在多个领域广泛应用。当

前，吉林正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发展

新能源汽车、通用航空等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吉林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加快支柱优势工业向规模化高端产业

配套转变，吉林有实力、有潜力、有决心。希望双方聚焦“三

个五”发展战略、“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加强与一汽、吉

大等方面对接合作，联合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推广动力锂电

池技术应用，加快推进合作项目建设，吸引更多战略合作伙

伴落户吉林、加盟吉林，提高本地配套率，增加新产品，延长

产业链，扩大产业规模，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张礼庆表示，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优

化在吉投资布局，助力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彭永林、朱天舒、刘忻参加会议。

省政府与纽泰锂业（深圳）公司
举 行 工 作 座 谈 会

景俊海张礼庆出席

本报3月19日讯（赵银萍 记者粘青）今
天上午，九三学社吉林省委员会八届三次全

委（扩大）会议在长春召开。会议学习中共

中央有关会议精神，传达九三学社中央十四

届二中全会精神，审议并通过省政协副主

席、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主委支建华所作的

2018年度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九三学社

吉林省委关于省委委员、常委参加全体会议

和常委会议的规定（试行）》《九三学社吉林

省委委员及常委履职量化考核办法（试

行）》，通过人事事项。

会议指出，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在中共

吉林省委和九三学社中央的领导下，发挥优

势，开展脱贫攻坚，经过对长平村三年的扶

贫包保工作，危房改造工作已全部完成，包

保的5户贫困户都已脱贫，长平村集体经济

收入2018年达到15万元；围绕我省新一轮

振兴发展，参政议政质量不断提升，向社中

央提交提案3件、提交信息80篇；向省政协

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提案8件，其中《关于加

快实施我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建议》被推

选作为吉林省首个由中共省委书记督办的

提案并获得书记批示。

会议强调，今年，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

和广大社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团结拼搏，锐

意进取，为实现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

出应有的贡献。

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召开八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

本报讯（魏静 窦严雪 记者陈沫）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防

火安全处了解到，我省已全面进入春季森林草原防火期，全省各

级林业和草原部门已经充分做好春季森林草原防火期各项准备

工作。

全省各级林草部门防火机构主要负责人实行防火期首日值

班制度，严格落实24小时专职防火人员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2

万余名巡护员、瞭望员、检查员上岗到位，根据火险状态开展巡查

监测。4000余处森林草原防火宣传设施完成布设、维护和更新，

防火宣传氛围浓厚。应急通信设施设备通信测试完毕，随时保持

畅通。300余支各类林业森林消防队伍进入待命状态，对扑火机

具和车辆开展运行前保养，补充扑火物资装备和油料耗材。森林

消防队成员开始体能恢复训练和扑火业务培训演练。目前，人

员、车辆、装备都处于临战待命状态，确保发生火情能够迅速出

动，实施高效扑救。

我省全面进入春季森林草原防火期

当一抹新绿唤醒了初春，当一缕微风撩

动了心弦，新一年的吉林旅游也以昂扬饱满

的姿态来到了人们身边。

5天的时间，往返6000多公里，2场主题

推介会。这个3月，吉林把四季旅游串成歌、

绘成诗，演绎给湖北和四川的朋友们。

精彩推介 燃爆现场
吉林文旅吸人眼球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3月的南方

城市，到处展露出温暖与希冀。3月11日和

13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北国风光·

吉人吉祥”吉林旅游推介会分别来到武汉和

成都，将极具风情的吉林旅游展示给了当地

文旅企业代表，迅速引爆了两省的旅游市

场。

《英雄儿女》《五朵金花》《刘三姐》……

活动现场大屏幕上播放的长影经典电影画

面拉开了推介会的序幕，也把在座嘉宾的视

线和思绪带到了吉林旅游中来。我省各地

陆续进行了精彩的现场推介，展示了独具特

色的旅游资源。

“如今，越来越多的湖北人对去吉林旅

游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冰雪游和避暑游

是两款最火爆的旅游产品。同时，不少湖

北游客落地吉林后还会再到朝鲜、俄罗斯

等地游玩。”吉林省环球旅游社武汉分公

司经理王东在推介会后对记者说，他已经

在武汉“驻扎”了10年，切身感受到了吉林

旅游在当地从鲜有人问津到备受瞩目的

过程。

作为我省文化和旅游部门合并后的第

一场推介会，本次活动创意十足，诚意满

满。这是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全新的探索

与尝试，“诗与远方”携手，重设起跑线，推动

深融合，实现新发展。

精准营销 创意突围
吉林文旅蓄势待发

春之明媚、夏之清丽、秋之丰饶、冬之豪

爽。活动现场，推介员们将四季皆美的吉林

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给嘉宾们。

现场座无虚席，热闹非凡。更加特别的

是，推介会采取了一种创新的形式，以我省

东部和西部两条旅游大环线入手，带领大家

走进吉林风景的深处。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两

条特色旅游线路是按照省政府提出的“一

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重点打造的。针对

此次推介活动，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设计了

双环线动画，通过推介员声情并茂的描述，

沿着两条环线打卡式游览节点城市，人们可

以直观地领略我省重点旅游资源的分布、各

地民俗风情及特色美食等。

除了精彩的推介之外，现场精心布置

的吉林味道、吉林风情、吉林礼物等多个主

题展区也是活动的一大亮点，生动形象地

展示了吉林旅游的特色元素，与推介会相

辅相成，互为补充，为与会人员奉上了原汁

原味的吉林盛宴，让他们感受到了浓郁的

关东风情。

扎实做事 勇于担当
吉林文旅前景可期

如何从冰雪资源大省，发展到冰雪经济

强省？如何在冰雪旅游和避暑旅游两翼齐

飞的同时，驱动全时段旅游发展格局？如何

能立足旅游，却又突破旅游走出一条全产业

链发展新路？当旅游发展驶入“快车道”时，

面临的却是艰难险阻、困难重重。然而吉林

文旅人以“抓铁留印，踏石留痕”的劲头，不

动摇、不犹豫、不松懈，积极思考着、探索着、

前行着……

独树一帜的宣传营销成为了解除痛点

的排头兵。“吉林很美·我在等你”“吉林有

约·全民做冬”，一年两次引爆微博超级话

题，互联网事件营销开辟国内同领域先河；

“吉林冰雪 dou来嗨”等互联网创意IP全媒

体累计阅读量超过30亿；首创“冰雪令”，拉

动主要客源地市场扩大消费；吉林省被评为

《中国国家旅游》“2018年度最佳旅游创新营

销目的地”……

这一个个耀眼的荣誉背后，是吉林文旅

人夜以继日忙碌的身影，是“撸起袖子加油

干、扑下身子抓落实”的责任，更是忠诚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决心和毅

力。

从追兵到标兵，从小行业变成大产业，

从边缘化走向经济主战场，吉林文旅不断在

转型、在蜕变、在完善。在老工业基地新旧

动能转换的阵痛期，在吉林面临政治、经济、

生态、文化全面检验的特殊阶段，文旅人挺

身而出、主动作为、一马当先。

又是一年春来到，伴随着破土而出的新

芽，吉林文旅又将上演怎样的传奇呢？

我们共同期待着。

邀 约 ：以 春 天 的 名 义
——“北国风光·吉人吉祥”主题推介会侧记

本报记者 赵梦卓

本报讯（记者张雅静）为切实加强全省

校园食品安全工作，3月18日，全省校园食

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省市场监督管

理厅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即日起，我

省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守护

行动”。今年年底，在全省学校（含托幼机

构，下同）校园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率要控制

在食堂数量的万分之二以内，全省学校食堂

“明厨亮灶”比例要达到70%。

“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方案中明确，食

品安全相关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落实管理责任和校长（园长）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按照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统一

部署，立即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守护专项行动。

明确行动重点，细化分解任务。全面排

查校园食品安全隐患，以校园周边、城乡接

合部和集贸市场为重点区域，对小超市、小

饭馆、儿童食品、方便食品、五毛食品、集体

配餐进行全覆盖检查。坚决取缔无证生产

假冒伪劣的黑作坊、黑窝点，严厉打击食品

安全涉嫌违法犯罪行为。清查每一所学校、

每一个幼儿园，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

留死角、不留空白。

突出专项治理，确保校园及周边食品安

全。全面排查“问题辣条”，对涉事企业的

“问题辣条”要求立即下架封存，做好问题产

品召回处理。强化校园食品各领域及周边

专项治理，加强小食品监管，确保消费安

全。定期开展校园食品抽样检验，省级计划

完成校园食品安全抽检800批次。加大对校

园周边的餐饮门店、小超市随机抽检频次，

督促各地依法开展抽检不合格后处置工作。

健全提升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长效机

制。要按照任务部署，卫生健康部门要落实风

险监测任务，完善信息通报制度，教育部门要

完善校园食品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学生食品安

全教育，增强学生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相关部门要采取“双随机一公开”形式，开

展联合专项检查，跟踪问效，推动落实。

我省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年底前学校食堂“明厨亮灶”要达70%

本报讯（记者张力军）日前，为贯彻落实

省农村工作会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部署，加强对全省春耕生产技术指导，省农

业技术推广总站根据去冬今春全省的气候

条件和生产形势，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了今

年春耕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并予以发布。

意见指出，根据气象部门监测，去年冬

季全省平均气温为-10.5℃，平均降雨量为

11.8毫米，较常年少41%。预计2019年春季

（3月～5月）全省平均气温7.5℃～8.5℃，

冷暖变化剧烈，后春有阶段性低温；全省平

均降水量为110毫米～120毫米，比常年略

多，但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中西部4月～5月

有明显少雨时段，将有阶段性旱情。气象条

件对春耕生产不利。

立足抗旱，适时整地，提高整地质量。要

立足抗旱及早做好各项农艺抗旱措施落实。

适当提早开展大田整地镇压，防止失墒。

加强指导，科学用种，确保作物安全成

熟。各地要根据当地生态条件和产业发展

需要，加强指导选用适合当地推广的抗旱、

抗病性强的品种进行搭配种植，杜绝越区种

植，以确保粮食安全成熟。

减量控肥，增施农肥，提倡测土施肥。

大力提倡增施有机肥，特别是西部盐碱地和

瘠薄地。一般结合整地施用适量优质有机

肥，同时结合测土配方进行平衡施用化肥。

结合实际，抢墒播种，提高播种质量。

当5厘米～10厘米耕层日平均地温稳定通

过8℃，土壤含水量在20%左右时，为适宜播

种期。西部干旱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在土壤

墒情低于18%时，采用坐水填墒播种技术。

精量播种，科学育苗，培育水稻壮秧。

要早扣棚，既可有效提高地温，又有利于培

育壮秧及减少立枯病等水稻苗期病害的发

生。提倡大中棚育苗，坚持高标准的旱育

苗、钵盘育苗和机械化插秧用苗的育苗方

式。同时要注意天气变化，做好“倒春寒”的

预防工作。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发布春耕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抢 前 抓 早 立 足 抗 旱 夺 丰 收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杨悦)今天下午，由省能源局、省农

科院支持，国家秸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关村秸秆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主办，秸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届中

国长春秸秆生物质能源发展高峰论坛暨重点项目说明会”在

长春举行。

本届论坛以“乡村振兴、生态发展、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为

主题，围绕秸秆生物质成型燃料与供热、秸秆生物质气化、秸秆

生物质热电联产、秸秆沼气等专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秸秆

生物质能源相关领域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等300余人参加

了论坛，分析秸秆生物质能源发展方向和技术成果，通过政策解

读、学术报告、项目推介、合作签约等环节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实

现协同发展、合作共赢。

国家秸秆产业联盟有效整合产学研用各方优势，在论坛中

与吉林省生物质资源利用研究会签署协议，共同推动我省秸秆

生物质能源产业化发展；与相关企业签约，在秸秆生物质成套设

备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等领域建立合作关系。

搭建交流平台 力促对接合作
第二届中国长春秸秆生物质能源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我们是三星乡的农民，赶了几百里路来买种子，我想知道

这个种子是农科院的吗？耐寒吗？”3月13日，记者接到了农民

申宝财的求助电话。

正值备春耕时期，申宝财被选为代表与其他7位农民一起，

从齐齐哈尔市伊安县三星乡赶到长春，为2200亩土地选购优质

耐寒的玉米种子。

种子市场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推销介绍，让8位农民头晕

目眩。

经过挑选和权衡，申宝财决定选购1600袋由销售员介绍的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选育的品种”。

付钱时，申宝财发现，种子包装袋上并没有农科院的字样。

为了保险起见，申宝财决定试着联系农科院的专家核实该

品种情况。很快，他通过远房亲戚申亮找到了本报记者。

接到申宝财的求助电话后，记者联系了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李启云副院长，并向其提供了相关信息。

经核实，申宝财等8位农民选定的种子并非出自省农科院。

为了让8位农民买到优质、适合当地种植的玉米种子，省农

科院研究员邢跃为他们推荐了耐寒品种，同时还提供了专业的

咨询和指导。

“幸亏及时找到了专家。”申宝财暗暗捏了一把汗。

八位农民的求助
本报记者 孙翠翠

近日，省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圈河出入境边
防 检 查 站 民 警
与 共 建 单 位 珲
春 市 团 结 社 区
的 朝 鲜 族 群 众
在社区“群众学
堂”一起读报，
学 习 全 国 两 会
精神。

孙广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