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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 11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日

给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回信，祝贺独

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勉励乡亲们为过上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继续团结奋斗。

习近平表示，你们乡党委来信说，去年

独龙族实现了整族脱贫，乡亲们日子越过越

好。得知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向你们表示

衷心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日

子，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共同奋

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告别了

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进入新时代，独龙

族摆脱了长期存在的贫困状况。这生动说

明，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团

结奋斗，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一定能

够实现。

习近平强调，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

日子还在后头。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

图强，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

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独龙族是我国 28 个人口较少民族之

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从原始社会末

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主

要聚居在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当地地

处深山峡谷，自然条件恶劣，一直是云南乃

至全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2018年，独

龙江乡6个行政村整体脱贫，独龙族实现整

族脱贫，当地群众委托乡党委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信，汇报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的喜讯，

表达了继续坚定信心跟党走、为建设好家乡

同心奋斗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云南贡山独龙族群众

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
努 力 创 造 更 加 美 好 的 明 天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10日电（记者
任丽颖）反映中国脱贫成就的40余幅照

片10日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厦展出。

本次“追寻美好生活”中国脱贫成就

展暨吉林文化旅游周主题活动由国务院

新闻办、吉林省政府等共同主办，展示中

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吉林省文

化交流和冰雪旅游推介活动也在布鲁塞

尔同期举行。

记者在欧洲议会现场看到，图片展

分国家战略、聚焦精准、合力攻坚、减贫

成效、合作共享五部分，展现中共十八大

以来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图

片通过人物故事、生活变化等反映普通

中国百姓在摆脱贫困、追求幸福道路上

的崭新实践。

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副主席弗兰

祖卡说，中国摆脱贫困取得的成就对整

个世界而言都是伟大的实践和很有意义

的一课，很高兴在这里举办这个展览，让

更多国家了解中国在减贫事业上所做的

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展览吸引了欧洲议会议员及访问者

的关注。来自罗马尼亚的弗洛里纳告诉

记者，中国的脱贫事业成就巨大，西方却

对此了解不够，能在欧洲议会看到图片

展很有意义。

中国脱贫成就展亮相欧洲议会
吉林省文化交流和冰雪旅游推介活动同期举行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粘青）今天下午，

中央扫黑除恶第13督导组组长李景田到长

春市下沉调研督导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李景田强调，要求真务实、依法办案、攻坚克

难，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

利。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参加调研活动。

李景田在长春市参加中央督导组扫黑除

恶督导工作汇报会，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刘

忻汇报了长春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李

景田指出，长春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吉

林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工作比较扎实、措施

比较得当、宣传比较到位，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大家要再接再厉、砥砺前行、除恶务尽、

务求实效，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李景田强调，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

项重大决策部署。要充分认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重大意义。督导组下沉督导长春

市，主要目的就是压实市委市政府扫黑除

恶重大政治责任，推进各部门齐抓共管、攻

坚克难，以督导推进重点难点问题解决。

要高度重视肩上所扛的责任，正视今年专

项斗争所面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全力以

赴、迎难而上，对黑恶势力掀起更强大的攻

势，在关键地区关键时期打赢这场关键战

役。要依法打击严惩黑恶势力，以“黑恶积

案清零、问题线索清零”为目标，彻底铲除

黑恶势力，还人民群众朗朗乾坤。要深挖

彻查黑恶团伙背后“保护伞”，严格落实“一

案三查”要求，加强纪委监委与政法机关的

协作配合，对黑恶势力背后的“黑伞”刨根

究底，确保线索没见底不罢休、案件没查透

不放手。要“有伞打伞、无伞追责、有伞更

要追责”，对每一起涉黑涉恶案件，都要倒

查党委政府、政法机关和行业监管部门的

责任。涉黑案件所在地党委要召开专题民

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用好问责

的利器，增强责任意识。

李景田强调，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离

不开人民群众。扫黑除恶实际效果怎么样，

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要进一步依靠群众、

发动群众，采取多种方法，长抓不懈、锲而不

舍、持之以恒，努力形成人人主动参与的态

势，让黑恶势力无处遁形，推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李景田在长春市下沉调研督导时强调

求 真 务 实 依 法 办 案 攻 坚 克 难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曹梦南 任
胜章）今天上午，中央扫黑除恶第13督导

组与吉林省委第一次对接会在长春召

开。中央督导组组长李景田通报第一阶

段督导情况，中央督导组副组长张志杰

主持会议，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作表态讲

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出席会议。

李景田介绍了中央督导组进驻我

省以来开展督导工作情况，充分肯定

了吉林省前一阶段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吉林省

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决策部署，把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举

措，统筹谋划、强力推进。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发挥作用明显，省

纪委省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

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厅等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尽职尽责，通过合力攻坚，打

掉了一批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查处了

一批黑恶势力“保护伞”。

李景田通报了督导工作中发现的

问题，并提出了整改建议。他强调，要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的深刻内涵，及时学习两高两部指导

意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要持续深入宣

传发动群众，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打好

扫黑除恶人民战争。要以“黑恶积案

清零、问题线索清零”为目标，加大依

法严惩力度，努力营造更强大的严打

声势。要严格落实“一案三查”，深挖

彻查黑恶团伙背后“保护伞”，倒查党

委政府、政法机关和行业监管部门的

责任。要加强重点地区、行业、领域监

管，压实工作责任，建立长效机制，堵

塞管理漏洞。要按照“一村一策”要

求，加大清理整顿力度，加强基层组

织，筑牢防黑防恶堤坝。

巴音朝鲁表示，中央督导组指出

的问题和整改意见全面客观、具体精

准、直中要害，既找出了症结，又开出

了药方，对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加强和改进工作，坚决打赢扫黑

除恶斗争这场硬仗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完全接

受、照单全收，一定认真学习领会，抓好问题整改，推动扫黑除

恶斗争不断取得新进展。全省上下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把问题

整改作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的现实检验，作为对党绝对忠诚、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

的实际行动，做到思想上重视到位，以最认真的态度对待督导

组反馈的问题。要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

整改时限，实行销号管理，对动作迟缓、整改打折扣、反馈不及

时的，实行一事双责、双向追责，做到责任上压实到位，以最严

格的要求确保按期完成整改。要紧紧围绕中央督导组指出的

问题，盯紧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背后“保护伞”“关系

网”不放，在线索核查、依法惩治、源头治理、固本强基上下大力

气，做到措施上细化到位，以最强力的整改凸显督导成效。

会后，巴音朝鲁立即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具

体意见，部署相关问题的整改工作。巴音朝鲁要求，有关地区

和部门要迅速启动全面整改工作，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坚决

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条条见成效。省扫黑办要强化

统筹调度，每三天调度汇总一次整改情况，适时开展实地核

查，确保问题不查清楚不放过、问题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群众

不满意不放过，做到坚决整改、立即整改、彻底整改。

高广滨、陶治国、胡家福、王凯、徐家新、杨克勤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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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数字吉林”整合政务资源、拉通

部门间业务流程、畅通软环境投诉建议渠

道……近年来，吉林省出台一系列重塑职

能、推进改革的举措，力图把有利于投资兴

业的发展软环境，打造成推进新一轮振兴的

“硬优势”。2018年，全省减轻企业负担共

800亿元，改革举措逐步激发发展活力，去年

全年民营企业户数增长超过16％。

让监督持续下去

政府官网，是办事人咨询查询的重要渠

道，更新不及时，就会添麻烦。今年一季度，

吉林对全省政府网站进行检查，吉林省民

委、辽源市政府等多家网站因栏目长期不更

新等原因被通报。

有咬耳扯袖，还有严肃处理。白城盐务

局有关人员私自撬开仓库扣押企业食盐；通

化县住建局一科长收受3000元好处费才通

过企业安装塔吊的申请……从 2017 年至

2018年底，吉林查处典型涉软案件341件，处

分343人。

红脸出汗、严肃问责背后，是一整套软

环境建设制度体系。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

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宋刚表示，吉林2016年

就发布了软环境建设意见，这几年不断细化

细则，《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已

经省人大常委会一审，目前相关立法程序正

在紧张进行，出台在即。

办事推诿扯皮？优惠落实不了？乱收

费乱罚款？遇到这些问题，“受委屈”一方的

投诉渠道非常畅通。吉林省软环境管理智

能平台上，微信、网站、电话等通道随时待

命，开通以来，2400件投诉办结了98％。从

2017年至2018年底，吉林省清查各级政府及

部门拖欠的企业资金77.6亿元，督促还款40

多亿元，还在全省“撒下”1.1万名软环境监

督员。

记者走访的一些办事部门反映，经常有

明察暗访、模拟办事，不敢马虎。有章可循

的制度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划出红线，也为

改革持续注入动力。

打造管用的办事机制

去年，长春鸿达高新技术公司在缅甸投

标电子护照项目，按对方要求，需在11月9

日16时前提交投标保函。可是，企业在8日

才向长春相关部门提请受理业务，依据规

定，审核需要3个工作日。

时间紧急，企业负责人向软环境办求

助，经过加紧协调，长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等部门全力配合，9日上午出证，一点没耽误

在缅甸投标。 （下转第二版）

我省出台一系列重塑职能、推进改革的举措——

把发展软环境打造成振兴“硬优势”
新华社记者 段续

2019年4月9日 星期二 晴空暖阳

“刚来厂里时，我还不到16岁呢，此后我

便一直与电影打交道。60多年了，长影就像

我的家一样，从前的样子深深烙记在我心间，

闭着眼睛都能想起每寸土地，这里的丁香花，

那里的大操场……”在长影蹲点采访的第一

天，记者见到了76岁高龄的长影著名老演员

陈学洁。依然神采飞扬、精神矍铄的她带着

记者走进长影旧址博物馆，沿着弥漫着浓浓

光影气息的蜿蜒展廊，一路向前，一路追忆。

当走到1961年上映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

亲》展示区域时，她凝望着展板上年轻的自

己，而她的故事也从这里开讲了。

“主演《达吉和她的父亲》的经历让我

永生难忘。当时我才16岁，还在演员学员

班学习，偶然被拍《五朵金花》的王家乙导

演看到我打篮球时的样子，就被叫去试了

几组镜头……几天后，当第一次看到自己

的表演片段出现在大银幕上时，我脑袋一

片空白，心里激动万分，用年轻人的话说有

点‘飘飘然’了。没想到效果和反响都非常

好，于是就定我了……”虽然还是新人，又

挑梁出演重头戏，但陈学洁却没有被压力

压垮，她积极参加基层体验，与整个剧组一

起吃苦耐劳、扎实磨练，在生活中学习塑造

角色，最后出色发挥，为银幕上留下了“达

吉”这个灵动真挚的角色，深受几代观众喜

爱。“这部电影整整拍了一年，我的戏服也随

着我身形的长大改了又改。”陈学洁回忆说，

正是在仔细钻研拍戏、认真向前辈求学的一

年中，她感受到了长影人拍电影那种兢兢业

业、克服万难、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更对她

日后的人格和艺德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受党的

教育和培养这么多年，尤其进入长影后，深刻

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就是演好戏，没别的。可

以说，我们长影人身上都有这么一股执着的

干劲儿，不怕苦、不怕累。这股劲儿是从心里

发出来的，就是要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说

这话时的陈学洁，语气中是满满的信念感，更

透露着那从未更改的一片初心与真心。

（下转第三版）

初心未改 矢志弥坚
——长影蹲点日记（一）

本报记者 马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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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编辑 陈庆松 张泷月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马贺 张海涛 于
悦 关越）为配合做好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工

作，进一步推动扫黑除恶工作责任落实和重

点问题解决，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

导工作方案与中央扫黑除恶第13督导组的

工作安排，从今日起，督导组兵分多路，下沉

至我省白山、辽源、松原、四平等地开展第一

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现场督导。

各下沉督导小组抵达目的地后，迅速

开展相关工作。在白山市召开的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汇报会上，中央督导组副组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部级专职委员张志

杰听取了白山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

展情况、目前扫黑除恶存在的问题及下一

步扫黑除恶工作打算。他对白山市的工作

成果予以肯定，强调：“扫黑除恶工作要与

反腐败斗争相结合，深挖背后保护伞，确保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深入，实事求是地

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他表

示，白山要继续加强综合督导，对重点地

区、行业、领域加强日常监管，要对整治重

点突出情况深挖彻查。

在辽源市下沉督导期间，中央扫黑除恶

第13督导组第4下沉督导小组坚持问题导

向，听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汇报，开展座谈

询问、个别谈话，查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

关文件、资料、台账，到相关部门实地走访，

深入了解辽源当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

督促问题整改，回应群众期待。督导小组组

长姚曲善表示，下一步，督导小组将与辽源

市委、市政府一起，围绕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责任担当、明确工作任务、依法严惩黑恶势

力及其保护伞等方面聚焦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推动基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

位、高效开展。

在松原市督导工作汇报会上，中央扫

黑除恶第13督导组第5下沉督导小组组长

霍丽指出：“这次下沉松原市主要任务是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专项斗争正确

政治方向，推动各有关部门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在听取了松原市关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开展情况后，她强调，

要坚决落实督导工作安排部署，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推动解决问题，要坚持边督边

改。 （下转第二版）

中央扫黑除恶第十三督导组下沉我省多市进行现场督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