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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9月1日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

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几

个关系，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文章指出，要全面把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形势和任务。两年多来，有关部

门和沿江省市做了大量工作，在强化顶层设计、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转型发展、

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也要清醒看到面临的困难挑

战和突出问题。

文章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几个关系。第一，正确把握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第二，正

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新路子。第三，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坚定不移将一张蓝图干

到底。第四，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五，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

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

文章指出，要加大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工作力度。有关部

门和沿江省市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

总体部署和工作安排，加强组织领导，调动各方力量，强化体制

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把工作抓实抓好，为实施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而共同奋斗。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

通知指出，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

要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

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

势。制定颁布《条例》，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标

志着宣传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迈

上新的台阶。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

习贯彻《条例》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抓好宣传解读和督促检查，进一步加强

党对宣传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党中央

关于宣传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全面提升新时代宣传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答记者问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 通讯员马

学庆）8月18日，大型原创民族舞剧

《红旗》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成功首

演；8月19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长影电影艺术主题展”在

长影博物馆揭幕……连日来，随着

一场场异彩纷呈的演出、展览、主题

文化节等活动在各地举办，我省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

文化活动全面展开。

展现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为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吉林取得的

巨大成就，我省充分利用博物馆、

文化馆、美术馆等举办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

展及书法、美术、摄影等文化艺术

展览展示活动，激励广大干部群

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

勇前进。

“‘壮阔70年、奋进新时代’吉

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成就展”是此次系列展览的

重中之重。届时，将集中展示我

省 70年来各个领域、各条战线、

各项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很多

内容、图片和实物都是首次展

出。已于8月19日举办的“‘流金

岁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电影艺术主题展”引起强

烈反响。长影在这次展览中集中

展出了 84张鲜为人知的长影电

影剧照、25份珍贵的长影电影艺

术家文献手稿、72张电影美术气

氛图、144部长影经典影片视频片

段。在8月份就已开展的“‘我

和我的祖国’吉林省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摄影艺术展及美术

作品展”，通过摄影和美术作品生

动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描绘了70年

来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美丽家乡

和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

接下来，我省还将举办“从长白山到阿尔泰山‘携手同心谱

华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吉林援疆成果展”、长白遗

珠——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书画精品展、“辉煌七十载、书香满

吉林”惠民书展、“美丽乡村·白桦相约”全国农民画展、朝鲜族

民俗文化风情展等展览展示活动，让人们从多角度、多层面领

略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新月异的巨变。

感悟家国情怀，共享伟大荣光

为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传承红色基因，筑牢走向民族复兴的

精神支柱，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精心创排了舞剧《红旗》、“我爱你中国”吉林省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电视文艺晚会等演出，推出电影《杨靖

宇》等优秀文艺作品，在吉林大地营造了共庆祖国华诞、共享伟

大荣光的喜庆氛围。

8月18日，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旗》以磅礴之势开启。全剧

以“红旗”为基本意象，生动再现了我国产业工人在“红旗精神”的

感召下创业、守业、拓业的历史足迹。作为极其少见的大工业题

材舞剧，该剧将重大工业历史进程与舞剧中人物的情感进程相结

合，以别具一格的舞蹈语汇，深情歌颂了深植于中国人内心的坚

韧不拔、勇于开拓、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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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粘青 通讯员那华鹏）近

日，省法院印发《整治干事创业精气神不够，

患得患失，不担当不作为的问题实施方案》，

对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

专项整治工作作出具体安排，以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立案信访窗口及审判部门、党员

干部为重点，梳理归纳出12个方面问题，从5

个方面提出具体整治措施。

紧密结合实际，深查细纠精神不够、不

担当不作为的具体表现，明确任务、聚焦问

题开展专项整治。着力解决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工作思路措施不当、指导推动不力，

不敢面对问题，不敢触及矛盾，工作长期没

有实质性进展、中基层法院反映强烈的问

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等问题。着力解决立案

信访窗口及审判部门“中梗阻”“弹簧门”，

工作简单粗暴，服务意识淡化等问题。着

力解决党员干部回避矛盾，奉行“少干事、

不出事”，工作消极应付，解决困难“推拖

绕”等问题。

结合前期主题教育调研和“加强管理

年”督导检查，深入细致查找问题，制定整改

措施，形成具体实施方案。认真严肃列出问

题清单，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整改，主题教

育结束前，能够整改到位、见到实效的问题

不少于3个。树立一批符合“五个过硬”要求

的先进典型，同时对影响恶劣、社会关注度

高、具有代表性的不担当不作为典型案例，

公开曝光，警示干部。研究制定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整治不担当不作为的有关措施办

法，鲜明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

向。坚持学做结合，压实领导责任，严格执

纪督导问责，与司法巡查、“加强管理年”活

动督察督导等一体谋划、统一推进，把开展

专项整治工作与建立长效机制及日常工作

结合起来，以实实在在的整改落实推动主题

教育真正见到实效。

梳理归纳12个方面问题 提出5个方面具体措施

省法院大力整治不担当不作为问题

近年来，靖宇县

加快推进种植业结

构调整，对发展中药

材、蓝莓、食用菌等

特色种植的农户给

予一定补贴，有效促

进了农民增收。这

是三道湖镇太平村

长白山甜百合种植

基地一角。

李广友 本报记

者 王春宝 摄

本报讯（记者王丹 实习生程佳雯）近

日，一汽—大众汽车试验场一期正式落成并

投入使用。这是国内目前已经建成的面积

最大、功能最完善的综合性汽车试验场之

一。该试验场的建成，标志着我省汽车产业

已经形成由整车研发、生产制造、综合测试、

部件配套、售后服务等构成的完整生态链

条。

一汽—大众汽车试验场位于农安县，占

地面积6平方公里，道路总里程超过60公

里，总投资17亿元。建设工程分为两期：一

期工程于2015年开工，建设内容包括耐久强

化试验区、动态广场、安全气囊误作用试验

区、综合性能试验区及高速环道，经过4年多

的紧张建设，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二期工

程于2018年6月开工，建设内容为耐久交变

试验路，目前正按计划进行路基土方施工，

计划于2020年3月投入使用。

据一汽—大众汽车试验场工作人员介

绍，试验场内设置的总长2.1公里的耐久强

化试验路可以模拟车辆行驶过程中易出现

故障的15种典型路段，充分考察整车结构

件、底盘件和车身件在极端条件下的功能可

靠性；安全气囊误作用试验区包含台阶、凸

台、路缘石、高石堆、坡度变换路等13种特殊

试验模块，可通过传感器监测车辆安全气囊

状态，保障在此种情况下安全气囊不会错误

弹开，确保安全气囊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

性；动态广场设有直径300米的圆形广场和3

条长度超过400米的加速路，可用于开展整

车底盘性能测试、温度测量、整车动力性经

济性测试等多项试验，其硕大的可用面积可

满足多种类型场地试验要求，是汽车试验场

内试验频率最高的试验区域。此外，综合性

能试验区、高速环道、耐久交变试验区等都

承担着重要的汽车试验作用。

“试验场的建设是为了适应一汽—大

众发展需求，提升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高

产品综合竞争水平。”一汽—大众汽车试验

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试验场是一汽—大

众的重要基础设施，能长期、稳定地满足公

司各种车型产品的开发、质量考核和科学

研究的试验要求，为提高研发能力、加快产

品开发步伐，提高产品质量提供强有力的

保证。

一汽—大众汽车试验场投入使用

“我们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的时候，吉林

银行不仅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还利用并

购贷款的技术及资源优势，积极介入，提供

8.5亿元并购贷款，支持

金豆集团以资产买断方

式并购，破产重整后的企

业一季度就实现了盈

利。”提起吉林银行对于企业的帮助，由原麦

达斯铝业公司破产重整后的吉林启星铝业

有限公司员工赞不绝口。

辽源麦达斯铝业的新生，只是吉林银行

助力我省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地方性法人银行，吉林银行充分发

挥区域经济融资主力军作用，优先满足国有

企业结构性调整、地方政府合理融资需求、

具有市场竞争力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小微及

三农融资需求，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多

元化、全方位金融服务。截至5月末，吉林银

行信贷投放创历史新高，贷款增量居省内金

融机构首位。

科学谋划，精准施策，为实体经济

“输血”聚力

金融是实体经济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

是金融的天职。吉林银行立足我省产业特

色，科学谋划，精准施策，对农业、汽车、医

药、文旅、新能源等重点产业发展提供金融

服务。

“一方面我们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完善信

贷业务风险评估机制，持续推进资产业务风险

处置与风险预警管理工作，另一方面明确重点

领域营销方案，加大省属国有企业信贷投放力

度，助推国有企业经营转型。（下转第二版）

金 融 活 水 赋 能 实 体 经 济
——吉林银行深耕实体经济纪实

本报记者 杨晓艳 陈婷婷

本报讯（记者王秋月 范英龙）日前，21世纪经济研究

院选取商务部发布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排名前30名，对其

营商环境的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得出《2019 年全国经开区

营商环境指数报告》。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营商环境指

数上排名第十六位，在开发区的企业数量增速数据中位列

第六名。

据统计，全国共有219家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其生产总值、

财政收入等主要指标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并成为地方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柱。同时，经济开发区对各地营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起着重要的表率作用。

据2019年全国经开区营商环境指数排行榜显示，广州经

开区以0.516分排名第一，长春经开区排名第十六位，得分为

0.428。截至8月26日，长春经开区新建立企业2456户，其中物

流业64户、文化业498户、科技业243户、贸易业321户、电子商

务43户、药业34户、新能源40户，综保区新设133户。

在京东物流平均用时排名中，长春经开区位列第六名。

商务成本指数前10名分别是淮安、连云港、长春、沈阳、芜

湖、秦皇岛、哈尔滨、烟台、西安、镇江经开区。长春经开区位

列第三。

2019年全国经开区营商环境指数报告发布

长春经开区企业数量增速全国第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