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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1日讯（记者任胜章）按照省

委常委班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安排，6月11日至17日，省委常委班子

举行为期一周的集中学习研讨。今天，省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会在长

春召开。省委书记、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巴音朝鲁主持并

讲话。他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教育

的根本任务，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

行，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的能力，确保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取得实

效。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省政协主席

江泽林参加学习会。

学习会上，省委常委同志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振兴东北特别是两次视察吉林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加快推进老工业基地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高党的建

设质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4个

专题进行学习，讲认识、说体会、谈打算，统

一了思想认识，强化了行动自觉，达到了促

进交流、共同提高的目的。

巴音朝鲁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导，必

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开展好主题教

育，最根本、最关键的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使广

大党员干部在原有基础上取得新进步、新

进展，加深对这一思想重大意义、科学体

系、丰富内涵的理解，学深悟透、融会贯通、

真信笃行，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的能力。

巴音朝鲁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定政

治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更加自觉、更加坚决地做到“两个维

护”，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

的要求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必须坚

守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牢记根本宗

旨，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

奋斗。必须把握实践要求。增强辩证思

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

维和底线思维，把这一思想转化为做好各

项工作的举措和动力。关键是要始终牢记

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

对东北振兴工作的重要指示、对吉林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三个五”发展

战略，加快“中东西三大板块”建设，推进

“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补齐民生短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努力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

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振兴发展新

路。必须强化责任担当。要增强斗争精

神，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

职责是为党工作，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

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要提高工

作本领，带头增强“八种能力”，既有担当之

志，又有担当之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

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坚持真抓实干，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全部心思

和精力放到干事创业上，以钉钉子精神把

各项工作落实落细抓出成效。要立公心、

去私心，慎用权、防特权，重大节、守小节，

严律己、常责己，用自己的言行诠释共产党

人干净的内涵，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巴音朝鲁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

遵循，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锐

利思想武器。要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中来一次理论大学习，深刻领悟这

一思想的政治意义、政治信仰、政治智慧、政

治品格。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

全面学、贯通学、深入学，坚持联系实际学，

在推进新时代吉林振兴中展现新气象新担

当新作为。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直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会召开

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
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取得实效

巴音朝鲁主持并讲话 景俊海江泽林参加学习会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整改落实，确保主
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认真学习贯
彻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精神，就要求我们注重实际效果、解
决实质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
实际、对准目标、积极推进，确保主题教育
取得预期效果。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关
键看行动，最终看效果。开展这次主题教
育，要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的总要求，牢牢把握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
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的根本任务，
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
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
作表率的具体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
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
问题作斗争，努力把吉林各级党组织建设得
更加坚强有力。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把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
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在学习教育上，要突出
理论武装，深化学习教育，把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始终，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原有学习基础上
取得新进步，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在调查研究上，要突出破解难题，开展调查
研究，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围
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围绕推动新时代

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围绕群众反映强
烈的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在检视
问题上，要教育党员干部以刀刃向内的自我
革命精神找准找实差距不足。对照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
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认真检视反
思，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明确努力方向
和改进措施，切实把问题解决好。在整改落
实上，就要把“改”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
知即改，能够当下改的，明确时限和要求，按
期整改到位；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盯住不放，
通过不断深化认识、增强自觉，明确阶段目
标，持续整改，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
生根， （下转第八版）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六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徐慕旗 粘青 缪友银 马
璐）6月4日、6日、10日，吉林广播电视台、省

工商联、省教育厅、吉林银行、省市场监管厅

分别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

员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部署要求，

扎实有序推进主题教育工作，确保落地生

根。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

全党开展主题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作为主题

教育的总定位、总遵循、总航标。要深刻把

握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总要求、目标

任务和重点措施，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开展主题教育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把主题教育作为当前的首要

政治任务。

会议强调，要在强化理论武装、深化学

习教育上下功夫，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往心里走，增强政治自觉、理论自信、情

感融入。在聚焦破解难题、深入调查研究上

下功夫，深入到基层一线，领题开展高质量

调查研究，拿出含金量十足的调研成果，着

力研究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在用力深挖

细照、深刻检视问题上下功夫，找准找实工

作中存在的差距不足。要在强化整改落实

上下功夫，边查边改、即知即改、真查真改、

持续整改，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会议要求，要贯彻精神不走偏、结合实

际不走样，工作步骤清晰化、责任目标精确

化，要在制定整体工作方案的同时，细化阶

段工作任务，推进理论学习扎实有效；要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坚持领导

带头，注重统筹兼顾，做好宣传引导。

省委主题教育第3巡回指导组组长李

申学参加省教育厅会议，省委主题教育第

13巡回指导组组长栾立明参加省工商联

会议，省委主题教育第5巡回指导组组长

李兆宇参加吉林银行会议，省委主题教育

第7巡回指导组组长杨玉新参加省市场监

管厅会议。

扎实有序推进 确保落地生根
我省一些部门和单位分别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4月11日，星期四，天气晴。

记者循着红色足迹，走进了因杨靖

宇将军而得名的英雄圣地——靖宇县。

光阴荏苒，79年弹指而过，可靖宇

精神始终没有远去，嘹亮的东北抗日联

军第一路军军歌如今依然回响在这片热

土上。

山花放彩，阳光明媚。靖宇县杨靖

宇将军殉国地，松柏苍翠、树木林立，5

米多高的刻有“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殉

国地”字迹的纪念碑屹立于翠柏之中护

碑亭里。

护碑亭旁的一棵常青树引起人们的

注意。讲解员介绍，这棵树的位置正是

当年杨靖宇将军牺牲时曾背倚过的那棵

大树的位置。1963年，人们为了纪念杨

靖宇将军，在这个位置栽种了一棵松柏，

寓意杨靖宇将军与松柏长青，永存人间。

带着对杨靖宇将军的崇敬之情，记

者走进了杨靖宇将军纪念馆，一名特殊

的“讲解员”正在讲述着杨靖宇将军的英

雄事迹。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是东北抗日

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1939

年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率警卫旅

转战于濛江（现靖宇县）一带，最后只身

与敌周旋5昼夜。1940年2月23日在濛

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

这名“讲解员”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嫡

孙马继民。作为英雄后代，马继民曾从

军4年，2005年7月7日，他来到靖宇县

工作。 （下转第八版）

“让抗联精神和靖宇精神传承不息”
——来自靖宇的蹲点报道（一）

本报记者 王春宝 洪铭潞 实习生 关平康

本报讯（记者毕玮琳 刘桂云 裴虹荐 王欣欣）近日，由省

委宣传部、省发改委共同组织，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省人社厅、

省科技厅联合参与的“创响吉林”宣讲报告活动走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为广大农民群众宣讲创新创业故事。

6月4日上午，“创响吉林”宣讲报告团农村组第一站来到

通化县。吕爱辉、刘双良、周艳文、王昆、任旭等5位报告团成

员分享了自己追梦逐梦、创业圆梦的精彩故事。6月5日上午，

宣讲团成员走进双辽市辽西开发区会议中心，结合自己的亲身

经历，对农民关心的问题一一作答。6月6日上午，“创响吉林”

报告团来到扶余市，向当地有创业意向的农民传授经验、分享

感悟，为广大农民创业者提供参考和示范，激发创业热情。现

场听众纷纷表示，各位企业家的创业经历让大家受益匪浅，精

彩的创业故事点燃了自己的创业激情和创业梦想。宣讲团成

员、吉林省植悦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双良告诉记

者，这次系列报告会让他深切感受到广大农民的创业热情，他

愿意把自己的创业经历和成功经验与大家一起分享，用实际行

动助力吉林农业产业的腾飞。

为农村创业发展添把火
“创响吉林”报告团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新华社北京6月 11日电 6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

青岛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

贺信。

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

类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全球卫生事业，

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博鳌亚洲论坛一直致力于促

进亚洲以及世界的共同发展和人民福

祉，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在这方面的又一

重要努力。希望大会能够有效凝聚各方

力量和共识，交流互鉴，推动全球健康事

业和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卫生健康领域

国际合作，为全人类健康福祉作出贡献。

习近平致信祝贺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本报 6月 11日讯（记者
黄鹭）今天下午，省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

学习会结束之后，省委副书

记、省长景俊海立即深入省应

急管理厅，实地检查、连线调

度防汛应急工作。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系列

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按照

省委、省政府要求，始终把人

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密防

范、严阵以待、严守底线，密切

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完善应

急体系，抓好协同联动，细之

又细、实之又实做好防汛工

作，确保有备无患、安全度汛、

万无一失。

景俊海通过省防汛抗旱

决策支持系统，详细了解各地

降雨、水库水位等情况。他分

别与省气象台、长春市、辽源

市等进行视频和电话连线，检

查值班值守情况，询问未来气

象变化趋势，调度各地应急防

汛措施，要求严密监测降雨情

况，强化值班值守，搞好研判

会商，科学防范洪涝、山洪、城

市内涝等危害，积极应对山体

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景俊海强调，当前已经进

入汛期，各方面必须迅速进入

临战状态。一是思想要重

视。不能掉以轻心、盲目乐

观，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

筑牢思想堤坝。二是系统要

完善。建立健全省、市、县三

级贯通的应急指挥制度体系，

明确节点前哨，加快视频通讯

系统联网建设，迅速把信息汇

集上来、把指令传达下去，第

一时间调集力量排除隐患。

已知隐患要加强台账管理，及

时整改销号；未知隐患要搞好

应急处置，确保有效应对。三

是工作要联动。所有涉及方面要加强配合、整合职能、协同应

对。聚焦江河湖泊、大型水库、防洪堤坝等重点部位，强化巡查

巡防，实现全面覆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更好防范化解风

险。四是责任要压实。坚持分兵把口、各负其责，强化属地责

任，加强督查督办，确保任务分配到人、明确到岗、落实到点。

五是准备要充分。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做好人员、物

资等准备。坚持工程措施与临时措施相结合、技防措施与人防

措施相结合，分清轻重缓急，通过建立蓄水池、引入导线管、畅

通排水口等措施，更好地解决城市内涝等问题。

李悦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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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强 记者张力军）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我

省第三次国土调查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全省60个县

级成果内业调查工作已完成总工作量的88.49%，外业调查工

作完成71%，数据库建设工作完成53.96%。

自今年1月3日以来，省调查办先后召开多次会议，下发正

式文件73件，传达工作要求，布置工作任务，全面理清各级部

门及项目承担单位任务与职责。开展县级调研督导。省调查

办成立了3个调研督导组，赴全省各地开展全覆盖的专题调研

督导。强化业务培训。共举办各级培训30余场，培训技术人

员5000余人次。建设吉林省第三次国土调查专家库，全省各

相关行业的125名专家为调查工作保驾护航。加强质量控

制。全省各地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质量第一的工作原则，严格

贯彻上级“毫不动摇、寸步不让、虚报严惩、讲清原因”16字方

针，高质量推进各项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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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金 山 ”变 金 山
——我省旅游援疆工作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