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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寒水清，两岸琼花凝。

这是一片洋溢着冰情雪韵，且因冰雪产业焕发出经济新活力的热土：2018—2019年

雪季以来，吉林市接待冰雪游客突破2590万人次，增长15.1%；旅游收入超过440亿元，

增长18.9%。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北大壶度假区接待滑雪人次46.7万，增长55.7%，增速

全国第一；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接待滑雪人次55.2万，增长45%，接待人数在全国雪场排

名第一。

冰雪产业爆发式增长，正是吉林市举全市之力聚焦冰雪，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

优势的硕果。

回眸长达150天的雪季，不冻江岸的雾凇引来八方游客；各具特色的滑雪场里，游人如

织、人声鼎沸；雾气缭绕的松花江上，“嘿呦、嘿呦”冬季龙舟号子不绝于耳；“VHL—丝路杯”

高级冰球联赛的吉林市队主场中，成千上万名市民摇旗助威……

从一个季节性资源，到一座城市的车水马龙，从化工重镇到冰雪名城，吉林市闯出了一

条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这份热气腾腾的冰雪之路，更是“摇橹人”

真抓实干、追逐冰雪产业振兴梦的切实行动。

科学擘画，在作答冰雪文章中有引领有突破

实现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坚强有力的支点。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白雪换白银了吗？推进寒地冰雪经济加快发展，吉林要做

好雪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冰雪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立意高远，激荡人心。

“冰雪产业是吉林市最有基础、最有特色、最有潜力的优势产业，我们要发挥世界级冰

雪资源优势，培育世界级冰雪产业，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把吉林市建设成为‘冰雪体育强

市、冰雪旅游名市、冰雪产业大市’。”吉林市委书记王庭凯话语铿锵。

审视吉林市的比较优势，当地提出了“旅游文化名城、新型产业基地、生态宜居城市”的

发展定位。而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正是冰雪产业。

地处北纬43度，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和北美的落基山脉同处于“冰雪黄金纬度带”，

是世界三大粉雪基地之一，海拔高度、山体坡度、雪期跨度、冬季温度、积雪深度、风的速度，

在全国乃至世界都首屈一指；12座滑雪场雪道总面积超过356万平方米，雪道总长度近100

公里；交通区位四通八达……吉林市冰雪资源得天独厚。

“我们要紧紧围绕冰雪产业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聚焦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体育、

冰雪制造和冰雪人才培养等，全力以赴做强冰雪产业、做大冰雪经济。”吉林市市长刘非说。

循着这些思路，吉林市谋实策、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紧紧抓住2022年北京冬奥会契机，吉林市成立冰雪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台

《关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做大做强冰雪产业实施方案》，发挥政策优势设立冰雪

产业专项基金。

起势谋篇，布局为先。《吉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吉林市冰雪产业发展规划》《吉林市

雪场资源空间布局规划》《泛北大壶区域冰雪产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规划相继出炉，宏伟

蓝图清晰呈现。

一方面快马加鞭夯实冰雪产业基础，一方面深耕冰雪文化，围绕“雾凇、冰雪、温泉”三

大核心冬季旅游资源。连月来，吉林市高频次地开展了国际雾凇冰雪节、国际冰雪摄影大

展、国际冬季龙舟赛、全国冬泳比赛、全国大众高山滑雪冠军赛、全国冰球联赛等丰富多彩

的冰雪赛事、节事活动。

得益于冰雪资源的独特魅力，大批社会资本纷纷跟进。2018年，北大壶新开工酒店、公

寓等1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31.6亿元，增长76.3%；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长

85%，酒店床位数发展到1568张……

精准发力，打造名副其实的“冰雪之城”

初春时节，一到吉林市，却迎“冰雪热浪”——

走进滑雪场，租雪具的、换服装的的游客络绎不绝。雪道上，一个个五彩身影从飞泻的

雪道上飞驰而下。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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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
是金山银山。

近年来，吉林市忠诚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两山理论”，从推动振兴发展的战
略高度，紧紧围绕冰雪产业全产业链布
局，做大做强冰雪产业，已经成为国内
冰雪产业发展势头最强、最具潜力的地
区之一，“雾凇之都、滑雪天堂”的核心
品牌定位已经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但不可否
认，我们仍处于冰雪经济发展的初级阶
段，冰雪产业发展还不均衡，需要有更
完备的结构布局和产业链条。同时，在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契机下，“3 亿人上
冰雪”的目标正在推进，这必将唤醒全
民参与冰雪的意识和热情。

市场就是机遇。正处于高质量发
展关键时期的吉林市，要实现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一方面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的任务依然很重；另一方面，新动能新
产业的力量还需更快成长。冰雪产业
是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朝阳产业，也非
常契合社会发展和消费升级的需求。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必须抓住机
遇，乘势而上，唱响冰雪欢歌。而冰雪
回赠的，必将是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是
全产业链换来的金山银山。

借 势 拓 市 正 当 其 时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

风雨兼程，70年披荆斩棘，70年砥砺奋
进，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奋斗者在各
自岗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本报
从今天起，开设“爱国情 奋斗者”专栏，
大力宣传为祖国建设发展矢志奋斗、作
出贡献的典型人物，反映一代代中华儿
女接续奋斗、建设强大祖国的壮志豪
情，展现人民群众热爱祖国、艰苦奋斗、
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面貌，引导全社会
挥洒汗水、努力奔跑，为加快推进吉林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不懈奋斗。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斜照进办公

室里。桌上一摞稿纸写满了“凝聚态化

学”这一新学科的构想。短暂休息后，

87岁的徐如人伏在案头，沉醉到提纲和

草稿的撰写中。

在科学面前，很多科学家都是忘我

的。67年来，这位国际著名分子筛与多

孔材料学家、我国“无机合成化学”学科

的创建者只做了一件事——把我国的

分子筛与多孔材料科学不断推到国际

最前沿！

1952年深秋，裹着一件棉被，20岁

的徐如人只身来到了东北人民大学化

学系。这不是一个青年的一时冲动。

童年时代家国破碎，颠沛流离，窘迫到

捡旧衣服穿，这些让他深深明白一个强

盛的祖国对他有多重要！所以，当他知

道国家亟需在东北发展重工业，正需要

他这样的人才时，他没有丝毫犹豫。

就这样，徐如人站上了化学系的讲

台。隔着多年岁月，再搜寻艰辛岁月里

的细节，感受那群人的坚守，我们看到

的是信念的熠熠生辉。

当时化学系的条件十分艰苦。没

有实验室，他们就清理出地下室做实验

室；没有实验设备，就用木板搭建实验

台……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化学系首

届学生的第一堂实验课终于如期开课

了。那时候，为了不中断实验，徐如人

总是顾不上吃饭，饿了就把玉米饼在石

棉网上烘烤一下充饥。（下转第二版）

“做学问就是要推动国家发展”
——记我国“无机合成化学”学科创建者、吉大教授徐如人

本报记者 刘怀 缪友银

“扫黑除恶”中的“黑”与“恶”指的是什么?
①“黑”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②“恶”是指恶势力、

恶势力犯罪集团。
扫黑与打黑有什么区别？

“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强调点对点打
击黑恶势力犯罪。“扫黑”则是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
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角
度，在更大范围内，更全面、更深入地扫除黑恶势力，不但
要打击犯罪，还要打击违法行为。

长白山下，松花江畔。

天空中灰暗的云层压得很低，只在

远处层叠的山峦间隐约透出些光亮。

待汽车停下，推开车门，只见雪花

洋洋洒洒飘落，村舍院落间不时传来犬

吠鹅鸣声，仁义村到了。

仁义村隶属靖宇县花园口镇，是国

家级贫困村。祖祖辈辈穷了一代又一

代，但在近3年的脱贫攻坚战中，仁义

村的贫困户全部摘掉了穷帽子。

土地贫瘠、病残致贫现象突出、人

均年收入2000多元……一座多年陷入

贫困恶性循环的小山村，是如何实现脱

胎换骨的呢？

脚下是宽敞的柏油路，两侧是齐整

的绿栅栏，我们随仁义村第一书记刘坤

一边走访贫困户，一边听他讲述村里的

脱贫故事。

“刚到这个村，我头疼得厉害”

2016年1月4日，刘坤受省民政厅

指派，以扶贫工作队副队长的身份来到

仁义村。“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几

条黄土路串连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老旧毛坯房。破瓦寒窑，篱栅歪斜，不

光村民们穷得厉害，村集体收入一年也

不过6000元左右。

“刚到这个村儿，我头疼得厉害。”

刘坤对记者说：“我也出身农村，对农村

的生活状况非常了解，但像仁义村这么

穷的，我还真是头一次见识。”

“既然来了，就不能认怂。”刘坤和

扶贫工作队一道，在村里挨门挨户走

访，开始为仁义村的“穷病”诊脉寻方。

结合村里的土地和人力资源情况，

刘坤和扶贫工作队商量来研究去，初步

确立了3年的扶贫思路。

第一年，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

改变村容村貌；第二年，通过发展产业

项目来增加村民收入；第三年，通过增

加公益设施投入来改变居住环境。

然而，思路确定下来容易，人心想

拧成一股绳却很困难。“这些年村里穷

得人心都散了，想干点事儿聚不成堆，

拢不起人气。”刘坤告诉记者，早就穷麻

木了的村民们前怕狼后怕虎，战战兢

兢，没有一个出头的。

“你说得天花乱坠，再好的事儿就

是没有人敢干。”刘坤愁得饭吃不下，觉

也睡不安稳，甚至有了打退堂鼓的想

法，但又一想，“组织派咱到这里，就是

走也得留下点什么。工作再难，还是先

干出点名堂再说。”

思来想去，刘坤决定先从村里的重

点贫困户入手，他把工作的突破口压在

了于洪波身上。

“重点贫困户都挣钱了，其他
贫困户们眼红了”

于洪波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妻子

是智障残疾人。一户多残，他家可是村

里的重点贫困户。“于洪波如果能脱贫，

看其他贫困户还有什么话好说。”这么

想着，刘坤就天天往于洪波家跑，给他

念起了“致富经”。

当然，选择于洪波作为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也不是盲目的。“于洪波虽然残

疾，但我看出来这人一直不认命、不服

输，骨子里有倔劲。”刘坤说。

几番“经”念下来，于洪波被打动

了。就在其他村民观望、犹豫不前的时

候，于洪波开干了。

他从自家耕地里选出4亩，种上了

黑果花楸和蓝莓。需要技术，刘坤给

他请专家；需要销路，刘坤替他找市

场。到了年底，每亩收益达到了1万

元。

头一炮打响，于洪波信心足了。在

刘坤的帮助下，他又很快在养蜂方面成

为“土专家”。2016年，他养蜂就收益2

万多元。同时，于洪波还养起牛，种起

了香瓜，酿起了酒。他酿的纯粮食酒如

今一年可获利三四万元。

“重点贫困户都挣钱了，其他贫困

户开始眼红了。”刘坤笑着告诉记者。

（下转第二版）

初春时节，记者造访靖宇县花园口镇仁义村——

听“第一书记”讲扶贫故事
本报记者 赵广欣 王丹 孟歆迪

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解决问
题的政治担当。全力做好中央脱贫攻
坚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持续推
进整改见底见效，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
的重要政治考验。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重
要讲话，特别强调要做到“五个不”，并
明确要求必须坚持不懈做好工作，不获
全胜，决不收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既一以贯之，对脱贫攻坚战的指
导思想和方法原则做了进一步强调和

深化，又聚焦问题，对防范和解决工作
中出现的偏差，提出具体意见，也对各
级干部的责任担当、精神面貌和工作作
风等各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在脱贫
攻坚决战决胜阶段，向全党同志发出的

“动员令”，也是我们做好巡视整改工作
的“指南针”。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
会、全面对标看齐、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政
治自觉、落实政治要求、扛起政治责任，
确保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合
格的整改答卷。

站位决定高度，思想决定行动。政
治站位和思想认识具有先导作用，决定
着认识问题的高下、行动举措的虚实。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打
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是社会主义本质的
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
直观、最生动的表现。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局出发，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这
些年来，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
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下转第三版）

对标看齐 提高政治站位
——一论全力做好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落实工作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王春宝）脱贫攻坚已

经进入决战决胜、攻城拔寨的关键节

点，白山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统一

思想，提高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不折

不扣抓好专项巡视发现问题整改，切

实用好专项巡视成果，确保高质量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

自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以来，白

山市将问题整改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从强化组织领导、明确目标任

务、压紧压实责任等方面紧抓整改

任务落实。成立了市委书记任组

长、市长和常务副市长任副组长的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整改工作

方案，对涉及白山市的14项问题，制

定了 43项整改措施。建立双周调度

机制，及时掌握和督促整改推进情

况。预计3月末，反馈问题将全部整

改完成。

3月23日，星期六，对扶贫工作人

员来说，依然是没有休息的双休日，

他们正在忙着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

进行督促、协调和落实。靖宇县濛江

乡乡长张贵来来到田间地头，查看去

年的种植项目的现状。因为扶贫工

作初期， （下转第三版）

白山狠抓专项巡视发现问题整改

切实提高脱贫攻坚质量成效

“扫黑除恶进行时”专栏：

为交通运输营造和谐安全稳定环境
省交通运输厅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落地落细落实

新华社摩纳哥3月24日电（记者陈贽 许林
贵）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同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

世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应亲王殿下邀请对摩纳哥

公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

摩纳哥。我们两国相似的民族性格和共同的精神

追求，使得我们相知相亲。中摩建交20多年来，双

方始终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当前，中摩双边关系

稳步发展，务实合作与时俱进，尤其是在环保、电

信、移动支付等新领域走在中欧合作前列。中摩关

系已成为不同大小、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

国家友好交往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我同亲王殿下在半年内实现互

访，体现着中摩关系的高水平。双方要牢牢把握

双边关系的正确方向，不断巩固传统友谊和政治

互信，加强在联合国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和

相互支持。双方要坚持开放合作，深化互利共

赢。中方欢迎摩方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双方要提升两国环保合作水平。中方欢迎

亲王基金会在中国开展环保公益行动，不断丰富

人文交流内涵。

阿尔贝二世亲王代表摩纳哥王室、政府和人

民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摩纳哥进行历史性访

问。阿尔贝二世亲王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

来建国70周年之际，我祝贺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

成就。摩中关系发展良好。摩纳哥愿拓展同中国

在科技、创新、生态环保、野生动物保护、可再生

能源等领域合作，摩方高度赞赏中国在气候变化

等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支持中方办好

明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支

持并祝愿2022年北京冬奥会取得成功，愿推动摩

中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好。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同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举行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