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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

民生，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头等大事。一次
次调研、一封封回信、一篇篇讲话，聚焦百姓冷暖，
传递民生牵挂，彰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深厚情怀。

即日起，新华社连续推出七组报道，以“习近平
的民生关切事”为主题，分别从“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七个方面，通过记者的回访与观察，集中反映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
我国民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充分
展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播
发的是“幼有所育”篇。

【引言】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让每一

名少年儿童都能茁壮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心愿。

前往学校考察调研、同少年儿童代表座谈、给

小学生回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关心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和成长成才。一句句

真情叮嘱，一个个重要指示，凝聚着总书记对祖国

未来的真挚关怀和殷切希望…… （下转第六版）

沐浴阳光，让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幼有所育”篇

新华社记者

本报8月6日讯（记者曹梦南）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在北京举行以“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出振兴发展新路”为主题

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吉林专场新闻发布会。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巴音朝鲁作主题发布并回答记

者提问，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回答有关提问。

巴音朝鲁在作主题发布时说，这次发布会的主题，饱含

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吉林的期许，体现了2700万吉林

人民的奋进方向，也昭示着吉林更加美好的未来。吉林省是

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重要的边境省

份，也是重要的生态屏障和人文科教大省。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创造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实力极大提升、城乡面貌发生极

大变化、发展活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吉林大

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70年步履铿锵，70年巨变沧

桑，70年的辉煌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更加坚定了吉林人民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念。

巴音朝鲁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吉林进入发展质量效益

最好、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获益最多的时期。习近

平总书记两次到吉林视察，要求我们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

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吉林振兴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精

神动力和实践动力。几年来，我们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前行，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吉林大地发生了

新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发展理念上的巨大变化，是高

质量发展成效上的巨大变化，是体制机制创新上的巨大变

化，是人民幸福感获得感上的巨大变化，是政治生态和精神

面貌上的巨大变化。这些巨大变化的取得，根本原因是有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的正确指引，更加坚定了吉林人民沿着总书记指引方向继

续奋勇前进的决心。

巴音朝鲁说，当前，吉林正处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

关键时期，吉林人民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勇前进。我

们豪情满怀、信心百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

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谱写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篇

章，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随后，与会媒体记者围绕智能制造、现代农业、一带一

路、生态建设、一主六双、招商引资、营商环境、文旅产业等问

题踊跃提问。巴音朝鲁、景俊海一一回应，以详实的数据、鲜

活的事例，全面解读了70年来吉林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

史巨变和吉林人民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生动实践和

美好未来。

发布会前，巴音朝鲁、景俊海等领导参观了现场同步举

办的“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出振兴发展新路”吉林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胡凯红主持

发布会。

贯彻新发展理念 走出振兴发展新路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吉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巴音朝鲁作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景俊海回答有关提问

8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以“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出振兴发展新路”为主题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吉林专场新闻发布会。 本报记者 宋锴 摄

本报8月6日讯（记者曹梦南）今天晚

上，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在长春会见了来我

省调研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张建民。

巴音朝鲁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张

建民一行的到来，感谢国家烟草专卖局

给予吉林振兴发展的支持和帮助。他

说，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烟草产业

发展，烟草产业一直是我省重点扶持的

优势产业之一。近年来，我省烟草行业

通过调结构、增特色、稳销量等多项举

措，推动品牌上水平，推进烟草“走出

去”，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当前，吉林

正处在加快转型升级、推动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国家烟草专卖局

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帮助我

省不断做大做强烟草产业。我们将积极

做好配套服务，优化发展环境，促进烟草

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张建民感谢省委、省政府对烟草产

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国家烟草专卖

局将进一步加大对吉林的支持力度，帮

助提升烟草品牌影响力，推动吉林烟草

产业再上新台阶。

张安顺、吴靖平、朱天舒参加会见。

巴音朝鲁会见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张建民
本报8月6日讯（记者粘青 实习生

王千硕）8月5日到6日，全国政协机关

人民政协理论研究课题组围绕“全面加

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研究”在我省进行

专题调研。

5日上午，“全面加强政协系统党的

建设研究”课题调研座谈会在长春召

开。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出席会议并讲

话，副主席李龙熙主持会议，秘书长肖

模文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省政协贯

彻落实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

谈会精神、专门委员会党的建设工作、

省政协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派驻纪检监

察组工作等情况汇报。

调研组认为，吉林省政协坚持以党

的建设引领政协工作，创新开展党风廉

政建设风险点排查，亮点纷呈，成果丰

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思想政治引

领，充分发挥政协党组的核心作用、基

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和党

员委员的模范先锋作用，健全完善相关

制度，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

监督责任。

江泽林指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是

全党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实现党对人民政协领导的根本保

证。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进一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

化监督执纪问责，努力开创新时代人民

政协党建工作新局面。

调研期间，调研组到长春市、吉林

市进行实地调研，了解相关情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全国政协机

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全国政协机关党组

成员戴均良等参加调研。

全国政协机关人民政协理论研究课题组来我省调研

新华社北京8月
6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

日给福建省寿宁县

下党乡的乡亲们回

信，祝贺他们实现了

脱贫，鼓励他们发扬

滴水穿石精神，走好

乡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在回信

中说，得知下党实现

了脱贫，乡亲们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我非

常高兴。向大家致

以衷心的祝贺！

习 近 平 表 示 ，

“车岭车上天，九岭

爬九年”。当年“三

进下党”的场景，我

至今还历历在目。

经过 30年的不懈奋

斗 ，下党天堑变通

途、旧貌换新颜，乡

亲们有了越来越多

的幸福感、获得感，

这生动印证了弱鸟

先飞、滴水穿石的道

理。

习近平指出，希

望乡亲们继续发扬滴

水穿石的精神，坚定

信心、埋头苦干、久久

为功，持续巩固脱贫

成果，积极建设美好

家园，努力走出一条

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

振兴之路。

下党乡位于闽东

宁德的大山深处，直

至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全乡没有一条公

路，交通十分不便，素

有“车岭车上天，九岭

爬九年”的说法。习

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

作期间，曾三进下党

调研指导扶贫工作。

第一次是1989年7月

19日，时任宁德地委

书记习近平乘车近3

个小时、步行 2个多

小时，冒着酷暑到下

党乡访贫问苦，帮助

解决发展难题。近

日，受乡亲们委托，下

党乡6位党员干部群

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下党脱贫的

喜讯，表达了对党中

央和总书记的感恩之

情。

习
近
平
回
信
勉
励
福
建
寿
宁
县
下
党
乡
的
乡
亲
们

继
续
发
扬
滴
水
穿
石
的
精
神

努
力
走
出

一
条
具
有
闽
东
特
色
的
乡
村
振
兴
之
路 贯彻新发展理念 走出振兴发展新路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吉林专场新闻发布会实录

走进长春市东北科技职业技术学

校，校长郎小明热情地带记者参观教学

楼、实训基地，介绍残疾人教职员工，还

展示了未来5年的奋斗规划。

郎小明是省肢残人协会副主席、长春

市肢残人协会主席、省青联委员、长春市

民营教育培训行业商会会长，曾被评为全

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全国“岗位学雷锋

标兵”、全国自强模范、吉林省“十大杰出

青年”、高校“十大创业先锋”、“感动吉林”

十大人物、“十大自强模范”，多次被习近

平总书记和多位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说起郎小明的奋斗经历，了解他的人

多评价为敢闯敢拼。普通人不想干的

活，他争着抢着干；常人怕失败怕赔钱的

事，他想办法突破瓶颈，做成产业。从大

学毕业艰难找到第一份工作，到如今成

为拥有固定资产超过3000万元的集团

老板，身份一变再变，不变的是他那份自

强不息、执着拼搏的初心。他说：“人最

幸福的事情莫过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曾经的梦想变成现实。”

创业11年，郎小明拖着病腿，走访

残疾人家庭，帮助近万名残疾人及其子

女实现就业创业梦想。

2012年，郎小明走进残疾人史莉莉

的家。这位由养父母抚养大的脑瘫女孩

的身世深深触动了郎小明的心。养父母

家因为这个孩子负债累累，日子过得清

苦。但莉莉的妈妈从未抱怨，甚至耽误

了亲生女儿的学业，坚持背着莉莉上学，

直到她考上大学。坐在家徒四壁的莉莉

家炕头，面对一直哭泣的莉莉，郎小明毅

然决定，减免孩子学费，并为莉莉的妈妈

筹集善款做了手术。

2016年，郎小明得知贫困学生林玉

莹被父母强迫退学的事，第一时间打电

话联系林家父母，承诺免费让玉莹入学

读书，直到毕业。如今，林玉莹已经成为

一家企业的职工。 （下转第五版）

身 残 志 坚 筑 梦 圆 梦
——长春市东北科技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郎小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文瑶

本报讯（记者李婷 陶连飞 张添
奥）近日，由中国海关总署主办的《中国

海关》杂志公布了2018年“中国外贸百

强城市”排名，吉林市以综合得分70分

入围排行榜单。这是自 2008 年建立

“中国外贸百强城市”榜以来，吉林市首

次上榜。

“中国外贸百强城市”由海关总署

评选，评选数据直接来源于海关统计数

据，并综合国民经济数据排定，具有较

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近年来，吉林市

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和商务外贸工作，大

力支持外贸进出口企业发展，不断优化

外贸发展结构，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外

贸进出口总额持续增长。特别是近3

年，外贸进出口额由2016年的50亿元

增长到2018年的80.4亿元，2018年增

速达到2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

省名列前茅。

吉林市全力抓好拉动经济增长“三

驾马车”的外贸进出口工作，吸引境外

企业来吉对接洽谈合作，先后在境内外

举办了两届“中国·吉林市新加坡商贸

周”“进口商品吉林市展洽会”等系列贸

易推介活动。2019年初举办的第二届

进口商品展洽会，有20个国家和地区

到吉林市参展，客流逾150万人次，有

效吸引了境外消费回流。

吉林市首次跻身“中国外贸百强城市”

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光明的未来
——民生实事映照为民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