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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吉林省群众声乐大赛

《二人转专场》演出

吉林市玫瑰音乐节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书画大赛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辽源市民间文艺
作品展

白山市百姓大舞台

书香吉林讲书堂

国家图书馆公开课直播

吉林社科讲坛

“盛世中华·国乐江城”艺术季开幕式暨“最美时
光”赵聪专场音乐会

“吉林大米”主题摄影展

吉林卫视上星20周年——聚力创未来、吉星推
新会

吉林广播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全新升级改
版推介暨主持人见面会

第十二届东北亚博览会省直院团文艺演出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频道——沃野求索、用心乡
村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1038音乐嘉年华

吉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华彩乐章

吉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都市嘉年华

“走遍五湖、遇见安图”——安图县文艺演出

吉林广播电视台·广播大型活动中心——中俄大
学生歌会

活动时间

8月22日9：00

8月23日18:00

8月31日18:00

8月21日—23日19:00

8月21日9：00

8月21日—9月10日9：00

8月24日18：30

8月25日14：00

9月1日14：00

8月25日9:30

8月25日13:30

8月25日19:00

8月21日—30日9:00

8月23日9：00

8月23日13：30

8月24日9：30

8月27日9：30

8月24日10：50

8月24日14：00

8月25日9：30

8月25日13：30

8月26日9：30

8月26日10：50

活动地点

桃李梅大剧院

吉林市昌邑区万达广场

长春市新春街道永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

辽源市博物馆

白山市浑江区体育场

外文书店2楼

吉林省图书馆多功能厅

吉林市人民大剧院大剧场

吉林省图书馆一楼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7号馆

第六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正在全省火热开

展，省、市、县三级联动，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

近期，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7号馆，吉林文

旅大舞台将举办吉林卫视上星20周年——聚力

创未来、吉星推新会，将举办《鲜花盛开的山村》

主创演员讲述拍摄趣事，绝活表演《打虎上山》，

脱口秀《我的高光时刻》，哥伦比亚舞蹈团《舞蹈

秀》，MOMO、柏鑫、王炳慧、杨帆、依依、路摇、王彦林、

佳佳等吉林卫视明星主持团歌曲合唱《出发》等精

彩节目。第十二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省直院团

文艺演出，将演出舞蹈《欢乐家园》、歌曲《关东

风》、二胡齐奏《赛马》、二人转《回杯记》、女声小合

唱《关东大秧歌》、拉场戏《非诚勿扰》及京歌《虎跃

龙腾》等深受群众喜爱的节目，倪茂才、韩子平、董

伟等艺术家将倾情演出。吉林广播电视台·都市

频道华彩乐章，郭佳、柏安、大羊、周全等将与观众

面对面交流，不仅有现场互动，还能看到自己喜爱

的主持人，更能欣赏歌曲《美丽中国》、舞蹈《凤舞

艳阳》等精彩节目。中俄大学生歌会，将演出歌曲

《我依然屹立》《青春舞曲》，舞蹈《弗朗明戈之舞》

《凤舞艳阳》等精彩节目。在第十二届中国—东北

亚博览会期间，吉林文旅大舞台还将举办优秀群

众节目专场演出、“走遍五湖、遇见安图”——安图

县文艺演出等活动，将演出舞蹈《龙腾盛世》《长白

鼓韵》，男声三重唱《新的天地》以及具有朝鲜族特

色的女声独唱《金达莱》、群舞《圆鼓舞》等。

剧场的演出更是丰富多彩，结合吉剧创建60

周年优秀剧目系列展演，桃李梅大剧院将上演吉

剧《桃李梅》《吉剧折子戏》《二人转》专场演出，艺

术家盛喆、孙忠宏、尹维民等将演出《西厢观画》

《瓜棚幽会》《包公赔情》等经典剧目。吉林籍作曲

家王丹红原创管弦乐《高粱红了》将在吉林省图书

馆B1音乐厅上演，通过“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为时间线索，以“起、承、转、合”的生命轮回为横向

空间延伸，在深深扎根于东北传统音乐文化的同

时，揭示人与自然、土地与生命相互依存、生生不

息的顽强精神。书香吉林讲书堂，将在外文书店

等开展多场阅读讲座活动。在各地广场，将举办

“我和我的祖国”广场文艺展演、“辉煌70年、礼赞

新时代”广场文化惠民演出等活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不断满足广大群众的文

化需求，增强文化获得感。

第六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近期主要活动推介

活动名称

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精彩影视、影享无
限

长春市优秀群众节目专场演出

吉林广播电视台·7频道专场活动

吉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全城热恋》明星
嘉宾见面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
广场文艺展演

大型民族音乐会《高粱红了》

广场舞、二胡培训

“家和万事兴”——家风家教主题展

甲子征程砥砺前行——吉剧创建60周年优秀剧目
系列展演“傲雪红梅”吉剧《江姐》交响演唱会

甲子征程砥砺前行——吉剧创建60周年优秀剧目
系列展演吉剧《桃李梅》演出

甲子征程砥砺前行——吉剧创建60周年优秀剧目
系列展演《吉剧折子戏》专场演出

“青山绿水·清凉一夏”国风国韵美江城吉林市第
三届千人旗袍快闪秀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
文艺汇演

松原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快闪
系列活动录制

“欢庆70周年·筑梦新征程”文学书法美术摄影民
间艺术系列作品展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辉煌70年、礼
赞新时代”广场文化惠民演出

活动时间

8月26日13：30

8月26日15：00

8月27日10：50

8月27日13：30

8月26日—9月1日18:30

8月28日19：00

8月21日—25日9:00

8月30日—9月6日9：00

8月31日19：00

9月1日18：30

9月2日18：30

9月3日18：30

8月31日15:30

8月26日10:00

8月27日15:00

8月21日—23日9:00

8月21日—23日全天

9月5日19：00

9月6日19：00

活动地点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7号馆

辉南县爱民广场

吉林省图书馆B1
音乐厅

乾安县文化馆

吉林省图书馆多功能厅

长春国际会议中心

桃李梅大剧院

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通化市新站倚江园广场

松原市时代广场等地

松原文化网

长春市北海公园对面广场

（上接第一版）知行合一学、带头示范学，把

学习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提高能力、改进

作风、推动工作上。二要把理想信念贯穿

政府工作，应对“新挑战”，担好“新使命”，

走好“新长征”。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挑重担、打攻

坚、啃硬骨，以实打实的举措推动工作取得

实效。三要把主题教育切实抓出成效，抓

严“总要求”，抓实“主环节”，抓紧“时间

表”。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到位”

等要求，把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摆上突出位

置，拿出自我革命的勇气，刀刃向内、刮骨

疗毒，彻底解决问题。四要把廉政建设牢

牢抓在手中，守住“底线”，不碰“红线”，不

触“高压线”。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认真

学习《准则》《条例》，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

规矩意识，落实好“一岗双责”，确保政府系

统风清气正。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侯淅珉、刘金波、李悦、安立佳、王志厚

参加会议。

省政府党组召开主题教育专题学习研讨会

（上接第一版）要进一步加强制度机制

建设，在提高协商议政质量、强化委员

服务管理等方面做进一步探索，建立健

全科学完善的履职制度，促进政协工作

提质增效。要进一步强化党对政协工

作的全面领导，加强政协党的建设，以

更强有力的措施落实党对政协工作的

全面领导，确保政协的履职建言方向；

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引导全体委员树

立正确的履职观念，提升履职的责任

感、使命感、紧迫感，以奋发有为的精

神状态、高标准的履职成果，推动政协

工作迈上新台阶。

省政协副主席李龙熙主持 开 幕

会。副主席薛康、支建华、赵晓君、曹

宇光、兰宏良、李维斗，长春市政协主

席綦远方，省政协秘书长肖模文出席会

议。

省 政 协 召 开 常 委 会 议

（上接第一版）
营商环境，直接关乎市场主体

的茁壮成长，关乎投资者的信心预

期。

吉林在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上动

了真格：省、市两级政府均建立了政

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而且

把软环境建设办公室、诚信政府建

设都和这个机构放在一起，彰显出

吉林迈向“最佳投资地和最优营商

环境省份”的坚定决心。

从破除企业前行路上的“桎梏”

做起，出台“解渴”政策——

2018年以来，我省密集出台一

系列支持政策，印发《省委省政府关

于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民营

经济大发展的意见》，重磅推出8个

方面40条举措；印发《关于进一步推

动实体经济降本减负的若干政策措

施》，围绕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等8个

方面出台38条具体措施。此外，政

法、检察、工信、公安、科技、资源、商

务等部门分别出台促进和服务民营

经济发展的有力举措。今年6月，

《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

充分体现了“加强服务保障，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立法理念。

从掣肘市场主体发展的“痛点”

改起，把该放的权放到位——

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将33大项、

220项具体事项纳入工商办事“只跑

一次”事项清单，80%以上的工商登

记事项“只跑一次”即可办妥。在

推行“32证合1”的基础上，我省在

全国率先实现“54证合1”；推进“证

照分离”试点，真正实现“准入即准

营”；初步实现电子营业执照共享互

认应用，真正做到“一照一码”走天

下……

营商环境的优劣，最终体现为

企业的获得感——

“今年减税降费预计能为我们

减免6500多万元的税款，这样我们

就会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到产品研发

中去。”福耀集团长春有限公司总经

理邹振云说。

数据显示：在全国实施大规模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的背景下，我省

积极落实相关政策，上半年为企业

和个人实际减税降费103亿元，全年

预计可达到312亿元。

最优供给打造投资热土

“项目从摘地到开工用时不到2

个月，审批手续更是不到10天就完

成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政府

的服务真让企业尝到了甜头。”吉林

省中实环保工程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周兵激动地说。

自去年开始，长春新区在全省

率先推行“标准地+承诺制”改革。

企业拿到“标准地”后直接进入“一

窗受理”环节，大大缩短了“审”的时

间；推行“承诺制”，企业对涉审事项

作出承诺，审批部门实行容缺审批、

并联审批，审批总体时间比改革前

缩短了近100个工作日，让企业更省

时。

用效率招商，靠真诚安商，让企

业感受温暖的故事在我省越来越

多。

“以前都是企业找政府办事，现

在是政府下到企业问需求。”长春北

湖科技园总经理喻专对这两年营商

环境的变化深有感触，原来需要跑

几天的手续，现在动一动手指在网

上就可以办理，效率十分高效。

2014年开园运营以来，这里已经吸

引了各类科技型企业360家、高学历

人才2500人。

营商生态好，市场活力足。北

京吉林企业商会会长、中基控股集

团董事长葛坚深有体会。他说，商

会目前已与吉林省累计签约达到

2500 亿元，目前到位资金 502 亿

元。因吉林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我

们愿意在吉林做更多好项目。

民间投资是投资环境风向标。

目前，华为、万达、恒大、红星美凯龙

等民企纷纷选择投资落户吉林，马

云、王健林、马化腾、许家印相继宣

布“投资必过山海关”。

有效输血助推民企发展

资金是企业运营的“血脉”，

但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一直

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瓶

颈。

“多亏了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

款支持，为企业提供了高负荷生产

时的资金保障，有了‘钱袋子’的支

持，我们对正在生产的电力装备信

心更足了。”长春聚德龙铁塔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截至6月末，全省各项贷款余额

20259.1亿元，增速7.4%，高于去年

同期 2.4 个百分点，较年初新增

1130.9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增量

1.16倍。

疏浚泉源，才能万流奔涌。几

件事，反映出吉林人的求真务实、真

抓实干。

今年，我省在全国率先搭建融

资服务线上线下一体化对接平

台，平台提供银行、担保、小贷、风

投、交易所等多项金融服务，可供

企业一键申请。在全国首创开展

“电力大数据+金融大服务”服务

模式，实现出贷方和融资方的供

需匹配。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定期组织

开展PPP项目推介会，着力支持民营

资本参与PPP项目。同时，创新PPP

融资模式，发挥基金引导和增信作

用。

全省金融系统突出重点企业、

重大项目、扶贫攻坚、生态环保等重

点领域的金融支撑。6月末，全省重

大项目融资 1220.45 亿元 ，增速

60.84%。

春无遗勤，秋有厚冀。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经济新动

能持续集聚、企业家信心明显增

强……随着多方合力的释放，我省

经济的森林一定会生机盎然。

为 高 质 量 发 展 蓄 力

（上接第一版）充分发挥浙江的市场优势、

浙商优势与吉林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深

化产业、物流、生态、旅游等领域的全面合

作，推动双方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加强产

学研合作，努力实现共赢发展。

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靖平和

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冯飞分别介绍

了吉浙对口合作、扶贫协作工作情况。会

议还举行了吉浙合作重点项目签约。

座谈会前，巴音朝鲁、车俊、景俊海等

领导亲切接见了在吉浙商代表，勉励他们

积极融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国家战

略，抢抓吉林与浙江深化合作的机遇，不断

完善发展思路，优化发展战略，加大投资力

度，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中助推新时代

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在我省考察期间，浙江代表团还来到

一汽集团红旗工厂、中车长春轨道客车公

司、延边国泰新能源汽车公司，就新红旗智

能制造、智能高铁和下一代智能地铁、新能

源汽车等进行考察，还深入到延边州汪清

县天桥岭镇百益黑木耳菌包厂、桃源小木

耳产业园示范基地、汪清镇东明村民俗食

品加工厂考察帮扶项目，并走访慰问张元

清、吴千今两户贫困户。

浙江省领导郑栅洁、陈金彪、冯飞，省

领导高广滨、张安顺、姜治莹、吴靖平、王晓

萍、王凯、金振吉，一汽集团领导徐留平、奚

国华，省政府秘书长王志厚参加有关活动。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实 现 共 赢 发 展
推动新时代吉浙对口合作迈出新步伐

（上接第一版）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景俊海强调，一

要高站位、常反思，时刻对照党章党规，

真正把检视整改贯穿始终。时刻以党章

党规为镜子、以岗位职责为标准、以纪律

规矩为准绳，坚持问题导向，边学习边检

视、边调研边检视、边工作边整改、边整

改边落实。二要动真格、敢碰硬，盯紧问

题整改落实，真正把问题改彻底改到

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聚焦稳定增长、

脱贫攻坚、生态环保、风险防范、民生改

善等工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拿出“时

间表”“任务书”“路线图”，定点跟踪、复

制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想实招、出实策、

做实事、求实效，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

有回音。三要压责任、转作风，坚持求真

务实原则，真正把整改成果转变成为工

作成效。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做

到责任“零懈怠”、问题“零回避”、整改

“零拖延”，以整改成效检验工作水平、提

升工作质量。

侯淅珉、刘金波、李悦、朱天舒、安立

佳、王志厚参加会议。

聚焦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检视问题
拿出自我革命的坚定勇气狠抓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