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周伟）
今年第一季度，吉林石化克服国内石化

市场需求增长乏力、产品价格低位震荡

等多重不利因素，紧紧围绕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主题，强化科学从严和精细

管理，生产经营延续良好态势，炼化业务

取得盈利8792万元，实现首季开门红。

作为炼化一体化企业，吉林石化公

司坚持眼睛向内、自加压力，积极采取

“提高加工量、不增成品油”的生产策

略，以整体效益最大化为中心，抓住生

产组织的关键环节，先后制定实施一系

列控油增化及高质量发展优化措施，在

原油加工量创历史最高水平的同时，实

现炼油商品量同比减少5.2万吨，柴汽

比降至1.39，创千万吨炼油装置投产

以来最高水平。

大平稳出大效益。吉林石化通过

精准物料平衡、精心生产组织、精细设

备检修运行协调，积极应对晃电等生产

异常，实现了装置平稳高效优化运行。

第一季度，吉林石化累计加工原油

227.5万吨，生产乙烯22.4万吨，大小

乙烯平均负荷创历史同期最高，聚乙

烯、丙烯腈、甲甲酯、ABS等重点产品产

量均创近年来最高水平，实现优化增效

1.2亿元。

不仅如此，吉林石化还坚持产供销

储运一体化统筹协调，全力做好内外部

衔接，组织大宗原料进厂，稳定统销产

品高效市场，保障了公司生产经营顺畅

运行。特别是在成品油销售上，积极争

取流向和车辆，合理安排管输和地付，

保总量、降库存、增高效，控制额外量，3

月份成品油交货计划完成100.2%，同

比多出高标号汽油1.78万吨，增效231

万元，在增加效益的同时，为炼油平稳

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炼化业务盈利8792万元

吉林石化实现首季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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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应知应会知识问答

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13督导组督导进驻吉

林省时间为1个月。

督导进驻日期：2019年4月1日—4月30日

专门值班电话：0431-85294155、85296055（8部热

线）

邮政信箱：吉林省长春市A012号邮政专用邮箱

电子邮箱：jlsshceddjb@163.com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导组职责，中央扫黑

除恶第13督导组受理吉林省涉黑涉恶方面的来信来电

举报。

中央扫黑除恶第13督导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坚持
把“打伞破网”作为主攻方向，才能从源
头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将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引向深入。

黑恶放肆，往往源于公权失守，本
该维护社会正义的公权力机关不作为，
甚至乱作为，才会姑息养奸、纵恶成
患。黑恶势力作为一种危害社会、影响
恶劣的暴力犯罪势力，其不同于一般犯
罪分子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的犯罪行为
具有组织性、规模性、经常性，气焰嚣
张，有恃无恐。黑恶势力所“恃”的，就
是他们头上那把“保护伞”和背后那张

“关系网”。
黑恶势力为逃避法律制裁，往往会

借助行贿送礼、拉帮结派等方式腐蚀拉
拢公职人员，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见利
忘义，与之沆瀣一气，自甘堕落，为黑恶

势力充当“保护伞”，为之通风报信、袒护
说情，甚至出谋划策、摆平关系，协助黑
恶犯罪分子一次次逃脱法网。有了“保
护伞”“关系网”，黑恶势力才更加肆无忌
惮、野蛮生长，蔓延成势、祸害一方。

去年，我省成功打掉榆树市以刘立
军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并一举
查处为其充当“保护伞”的包括当地公
安局副局长、检察院检务管理部副部长
和法院庭长在内的4名公务人员。这起
扫黑除恶典型案例说明，刘立军黑社会
团伙之所以能为非作歹，残害百姓长达
数十年之久，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地公检
法系统少数贪腐分子的长期包庇纵
容。这起案例还充分表明，有伞的地方
必有阴影，有黑恶势力长期为害的地方
必有“保护伞”和“关系网”，除恶务尽就
必须“打伞破网”。

“打伞破网”，就是对黑恶势力的釜
底抽薪，就是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刮骨
疗毒的决心，坚决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惩治清除党员干部队伍中放纵包庇黑
恶势力的害群之马，深挖黑恶势力背后
的“保护伞”和“关系网”，一查到底，绝
不姑息。

对黑恶势力釜底抽薪，必须努力提
高扫黑除恶和惩治腐败的整体性和协
同性，形成多措并举、齐抓共管的工作
格局。纪检监察组织与政法、信访等部
门要协调联动，建立涉黑涉恶腐败问题
线索与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的双向
移送、统一对接和快速流转机制，通过
及时互通有无、数据共享，做到纪法衔
接、协调推进，实现扫黑除恶和反腐打

“伞”同频共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
硬仗的完胜就指日可待！

坚持“打伞破网”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三论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引向深入

本报评论员

本报4月3日讯（记者黄鹭）今天，省

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到长春调研。他

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主动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深化与东北亚各

国经贸合作，加快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

走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发展新路。

景俊海首先来到长春中韩产业园管

理公司，详细了解与韩国企业合作情况，

要求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促

进韩国资金技术与吉林产业对接。在希

杰（长春）饲料公司，景俊海实地考察生

产经营等情况。他叮嘱企业工作人员，

要加强安全生产措施，提高生产效率，保

证产品质量。景俊海走进吉客现代机器

人制造公司生产车间，观看机器人产品

功能演示。他指出，要瞄准产业转型升

级机遇，下大气力开拓市场，做精做细做

优产品，多为制造企业配套，提高生产自

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调研期间，景俊海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相关情况汇报。他强调，吉林与东

北亚各国交流交往密切、产业互补性强，

深化经贸合作基础良好、空间广阔。一

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聚焦“一带一路”

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契合点，充分发挥

吉林省地处东北亚地理几何中心优势，

集聚资源，辐射市场，培育新的增长点。

二要深化重点产业合作。围绕“三个五”

发展战略、长吉图战略、“一主、六双”产

业空间布局，落实即将施行的外商投资

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与各国企业

全面合作，促进外企扩大在吉投资规模，

进一步做大做强汽车、装备制造、食品加

工、医药健康、冰雪避暑等产业。三要谋

划推进合作平台建设。定位要准、平台

要大、机制要好、互动要强、合作要密、政

策要优、活动要实、动作要快，深度融合

产业链、价值链、信息链，提升多领域多

层次国际合作水平，打造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的新突破口。四要强化组织领

导。专班推进，细致筹谋，搞好协调，长

抓不懈，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刘忻等参加调研。

景俊海在长春调研时强调

深化经贸合作争取对外开放新突破
走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发展新路

本报 4月 3日讯 乌

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今天

会见了中共中央委员、吉

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率

领的中共代表团。

穆塞韦尼高度评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发

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感

谢中方给予乌巨大支持，

表示愿与中方深化党际

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推动两国关系

迈上新高度。

巴音朝鲁深入宣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表示将

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

共识和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成果，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深化双方农

业、扶贫、工业园区和地

方合作。

访乌期间，巴音朝鲁还会见了乌

副总统塞坎迪，与乌抵运总书记卢蒙

巴举行了会谈。巴音朝鲁与塞坎迪

一同出席了“中国（吉林）—乌干达经

贸交流会”。巴音朝鲁致辞表示，吉

林省非常重视与乌干达的经贸合

作。近年来，双边贸易、承包工程、投

资合作等领域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希望积极推动双方产业对接和产能

合作，加强在基础设施、农业种植、汽

车、石油化工、工程施工、农产品加

工、资源能源开发等重点领域合作。

塞坎迪高度评价了乌中传统友好关

系，表示愿与吉林省开展深入广泛的

经贸及人文合作。乌驻华大使吉永

嘉对吉林省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表示

钦佩，对吉林省积极主动拓展对乌合

作表示赞赏，表示将致力于发展同吉

林省各项合作。

巴音朝鲁与塞坎迪共同见证了吉

林省在乌建设电力产业园及长春添裕

服饰有限公司投资1000万美元的服

装厂等经贸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

巴音朝鲁率中共代表团访问乌干达
穆塞韦尼总统会见代表团一行

4月3日，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会见了中共中央委员、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率领的中共
代表团。

本报讯（记者程光）松原市委、市政

府努力增强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进一步强化整改措施、加快整改

进度、提高整改质量，保证把中央环保

督察组交办的问题和群众身边的其他

污染问题整改到位、取得实效，坚决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迅速启动雨污分流工程，减轻污水

处理压力。于2016年开始谋划江南污

水处理厂扩建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

3.9亿元，建设规模为10万吨/日，2018

年初完成前期工作并开始施工建设，

现已完成构筑物、建筑物基础工程，预

计今年底建成投入运行。同时，积极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承

载能力。

强化对城市污水处理厂和相关配

套管网设施的隐患排查及设备检修，开

展入河排污口现状的再核查，建立健全

入河排污口监管长效机制，完成入河排

污口规范化建设。严格入河排污口设

置审批，强化入河排污口问题整改，把

存在布局不合理、设置不合法、水质不

达标、管理主体不明确、手续不齐全等

问题的入河排污口形成问题整改清单，

限期整改完成。

组织市住建局、市工信局等相关部

门对开发区、石化园区、郭尔罗斯工业

园区的工业排水大户进行排查，严格限

制其工业用水量，并加大中水回用设施

建设与居民节约用水宣传力度，开展全

民节水工作，2018年共关闭自备井55

户。

抓好源头管控，深入开展城市生活

污水直排、沿线禽畜养殖、游船活动、工

业开发等污染源管理整治行动，依法加

大对非法取水、排水行为查处力度，强

化问题整改。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坚持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原

则，全力推进松花江流域两岸综合治

理，切实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加快

“一江两岸”建设步伐。深入做好江心

岛景观规划及“一江两岸”绿化、亮化、

美化等系列工程，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真正把“一江两岸”风景带打造成为松

原的金色生态名片，不断提升百姓幸福

感、获得感。

强化措施 加快速度 提高质量

松原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 吉林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吉林省行政学院原院

长倪连山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倪连山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本报4月3日讯（记者祖维晨 通讯员戴文汐）今天上午8时

15分，从长春龙嘉国际机场飞往日本名古屋中部机场的CZ8461

航班正点起飞，标志着长春直飞名古屋的往返航线复航成功。

记者了解到，该航线由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吉林分公司空客

A320机型执飞，每周两班（周三、周五），航班号CZ8461/2。具体

办理边防检查手续的时间为：出境6：45至7：45，入境15:25开

始。（以飞机落地时间为准）

为了更高效、更优质地做好本次复航首飞任务，长春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主动作为，靠前服务，积极与航空公司、旅行社、口岸联检单

位沟通协调，详细掌握出入境旅客和航班动态信息，合理调配警力。

针对日本航线妇幼、老人较多的情况，加开特别通道，全力保障旅客

快速通关。

长春至名古屋直飞航线的复航对进一步搭建我省与日本之

间的经贸合作之路、旅游往来之路、文化交流之路，提升我省对

外开放水平，助推长吉图开发开放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长春直飞名古屋航线复航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主要指什么？
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

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主要指什么？
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

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
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本报讯（记者孙寰宇）记者在省应

急管理厅获悉，为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

和省安委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

消防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刻吸取江苏

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教训，坚

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省安委会定于

4月1日至5月10日在全省开展安全生

产督查检查。

省安委会组织6个督查组及暗访

组（以省冬春安全整治大会战6个明督

暗访组为主），分赴各地区督查检查；省

直各行业主管部门将分别组织督查组

及暗访组，深入本行业领域检查。各督

查、暗访组将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

随机抽查、暗访等方式，督查检查各地、

各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工

作落实情况。

本次活动将重点督查检查各地各部

门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安全生

产工作部署情况，以及3月22日省委常

委会会议和省安委会第二次全体（扩大）

会议暨消防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

况；重点督查检查各地各部门开展危险

化学品、煤矿、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建筑

施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情

况；重点督查检查迎接国家2018年度安

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工作准备情况。

深刻吸取江苏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教训

我省开展安全生产督查检查活动

本报4月3日讯（刘洪宇 孙兵 记
者粘青）今天，省法院召开“深入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 坚决打好审理宣判

‘法律战’”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全省

法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主要做法及下一步工作

安排。

在省委领导和最高法院指导下，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省法院

党组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精神，立足审判职能，有效打击黑恶

犯罪，助力构建优良营商环境，服务保

障吉林新一轮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

法治吉林、平安吉林，精心谋划布局，

强化组织领导，坚持问题导向，依法打

击严惩，精准施策发力，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

自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法院共

受理一审涉黑案件35件、449人，审结

11件、152人；受理一审涉恶案件 120

件、692人，审结59件、373人。在已判

决并认定为涉黑涉恶犯罪的56件、460

名被告人中，重刑率达31.74%，判处财

产刑3698.1万元。

省法院将进一步加强指导，对已经

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分批次进行集中宣

判，持续保持打击高压态势，通过严厉

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嚣张气焰，切实

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

福感。

省法院还公布了张伟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杨凯鑫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肖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

质组织案、李学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孟庆革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案等扫黑除恶典型案例。

省法院：坚决打好审理宣判“法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