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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日给全

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对

涉农高校办学方向提出要求，对广大师生予

以勉励和期望。

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国涉

农高校牢记办学使命，精心培育英才，加强科

研创新，为“三农”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

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

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

广阔舞台，我国高等农林教育大有可为。希望

你们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

任，拿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

人才，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提高亿万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促

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近日，全国50多所涉农高校的100多位

书记校长和农林专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了在浙江安吉围绕新时代农林学科建设

开展研讨的情况，代表130万农林师生表达

了肩负起兴农报国使命、为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矢志奋斗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寄语全国涉农高校广大师生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强农兴农为己任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记者刘华）国家主席习

近平6日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

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严

重威胁世界和平稳定，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中德作为两个负责任大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

加强战略沟通、协调和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

共同挑战。这不仅对中德两国，对世界都愈显重

要。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对话协商，尊重彼此发

展道路，照顾各自核心利益，做平等对话、互利合

作、交流互鉴的战略伙伴。

习近平强调，要把中德合作的蛋糕做得更大。

你这次访华双方达成不少经贸合作成果，证明中方

扩大开放说到做到。中国市场足够大，而且随着发

展会越来越大，将给德国和世界各国带来更多新机

遇。中德汽车产业合作就是两国互利共赢的很好

例子。双方应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在自动驾驶、新

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化和5G等新

兴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培育和开拓未来市场。中方

正在加快开放金融和服务业，欢迎德方投资。你还

将赴武汉访问。欢迎德国企业参与长江经济带建

设。要厚植人文和民意基础，争取两国民众特别是

年轻人广泛参与和支持中德关系发展。要共同展

现责任担当，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自由贸易和

多边主义，在气候变化、对非合作等方面加强合作。

默克尔表示，德中对话合作广泛深入，中国是德国

最大贸易伙伴。两国合作正沿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德

国很高兴能够分享中国扩大开放政策成果，愿继续加

大对华投资，拓展合作领域，促进人文交流。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也给德国带来不利影响。各方应致力于

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和摩擦。德方愿本着多边

主义、自由贸易精神，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

协调。德方愿为欧中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双方还就当前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

见，达成了广泛共识。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本报讯（记者韩雪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很多家庭的

经历迥异，但相同的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珍惜、感悟和对美

好未来的期许、展望。来自长春市两个普通家庭讲述“三代

人”70年来隐藏在心底的幸福密码。

（详见今日第四版）

“三代人”的幸福密码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推进社会主

义协商民主、发展人民政协事业作出了新的战

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65周年大会上强调：“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

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根据各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和调整我们的决策和工

作，从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使我们的决

策和工作更好顺乎民意、合乎实际。”全国政协

明确要求，人民政协要坚持改革创新，加强制

度建设，提升履职能力，更好地发挥作为协商

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

8月2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参加

的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与省政协委员及省

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议政协商会在

省政协机关会议室举行。

肖艳、封雪梅、张祺午等10位政协委员

及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围绕数字农业发

展、中央活动区建设、深化产教融合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景俊

海一一回应大家，他说，大家的发言有深度、

有见地，我们一定认真研究、充分吸纳，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举措和行动。

近日，省政协办公厅收到《吉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议政协商会上政协委员及民主

党派、工商联代表所提意见建议落实情况的

函》，省直相关部门的落实举措让政协委员及

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感受到满满的重视和

“政协协商、党政回应”的良好氛围。

政协协商成果转化是党政工作与政协协

商的有机结合，转化落实是关键。

会议当天，省政府督查室对需要推进落

实的事项进行了梳理，分别向10个主办部门

和21个协办部门下发交办通知单，要求一个

星期内完成沟通对接，并比照提案办理办法，

及时回复发言者。

各主办和协办部门积极主动与发言委员

进行沟通对接，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认真探讨，

深入交换意见，10位政协委员及民主党派、

工商联代表都表示十分满意。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选派业务强的干部与

刘晓峰委员面对面交流、深入探讨，并从民营

经济政策体系、开展条例宣传活动、服务民营

企业行动等方面，详细介绍推动民营经济发

展的主要做法，刘晓峰委员十分感兴趣，“我

们要多联系、多沟通，围绕民营经济发展的相

关问题进行研讨论证，提出对策建议，努力为

推动全省民营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省自然资源厅在交办当天就与封雪梅委员

进行沟通，目前已经做了答复。封雪梅委员满意

地说：“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一同调研，推

进有关工作，搭建党委政府与群众‘连心桥’。”

落实，落实，再落实。一条条建议正在一

次次落实中彰显出政协力量。（下转第八版）

重 协 商 沟 通 促 办 理 落 实
——省政府相关部门积极答复政协委员意见建议小记

本报记者 粘青

高位统筹推动，压力层层传导，责

任步步落实。

今年以来，辽源市举全市之力，在

脱贫攻坚战的决胜阶段，打出“组合

拳”，不仅主动对标找问题，还发挥党建

促脱贫的攻坚作用，积极汇聚社会各方

力量，全力确保能够打赢脱贫攻坚这场

硬仗。

产业拉动 项目增收
脱贫力量后劲足

脱贫攻坚重在产业扶贫。

辽源市突出发挥产业扶贫作用，制

定《产业精准扶贫规划》，建立产业发展

指导员制度，推进农业产业保险，围绕

“蛋鹿蚕猪菌林”6个特色产业，投入扶

贫资金1606万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9个，其中种植业11个、养殖业2个、饮

品食品加工业2个、乡村旅游2个、光伏

发电1个、电商服务1个，受益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2212人。

在东丰县中庆品源梅花鹿良种繁

育基地，2栋鹿舍里100多头鹿警惕地

看着来访者。随行的二龙山乡扶贫办

主任曹达介绍说，中庆品源梅花鹿良

种繁育基地于2018年完工，当年就为

贫困户分红8.4万元，给困难群众增加

了收入。

食用菌产业方面，全市食用菌规模

达到336万袋，惠及贫困户398户 997

人，年人均增收474元。蛋鸡养殖方面，

东辽县金翼蛋品养殖蛋鸡数量达到100

万只，预计年底可为县域内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分红400万元；龙山区达诺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每年按投入总额8%的资

金用于补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56人。

生猪养殖方面，东丰县横道河镇入股腾

祥牧业公司养猪项目，投入专项扶贫资

金200万元，带动贫困户116户240人，

户均年收益可达1300余元。农村电商

方面，新建孵化基地1个、村级电子商务

中心站7个。累计建设电商孵化基地2

个、村级电子商务中心站98个，带动贫

困人口就业260人。光伏发电方面，新

建光伏电站一座，安装光伏组件 110

块。累计建设光伏电站356个，总规模

14205千瓦，全部实现并网发电，年收益

可达 208.8 万元，惠及贫困人口 5042

人，人均年收益414元。乡村旅游方面，

西安区元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投入专

项扶贫资金50万元，打造特色农家乐项

目，预计带动贫困人口140人。

保障兜底 乐享福利
扫除贫困户后顾之忧

为切实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辽源市开展大排查，针对排查出的4

个方面8个具体问题进行限时整改。

为此，市政府成立由相关副市长任

组长的6个专项工作推进组，分类实施

专项行动，推进问题解决。在义务教育

保障上，已实现义务教育阶段政策对贫

困人口全覆盖。投入资金 1913.8 万

元，对268名贫困生实施“一帮一”包

保，为10所农村学校改造校园校舍等

基础设施、5所学校购置教学仪器和设

备。给94人发放“雨露计划”补助资金

14.1万元；在基本医疗保障上，符合条

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参保，实现

了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率等“四个百分

百”。上半年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治

疗费用达1057万元。

“真不知道咋感谢你们了，只能送

两面锦旗表表心意，要是没有你们的悉

心照顾，我老伴也不能这么快出院回

家。”今年7月，东辽县建安镇安良村的

王和老人就享受到了先诊疗后付费的

福利。 （下转第八版）

凝 心 聚 力 摘“ 穷 帽 ”
——辽源市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庞智源

本报 9月 6日讯（记者

曹梦南）今天，省委书记巴

音朝鲁来到白城市，就脱贫

攻坚、农业生产和基层党建

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聚

焦“两不愁三保障”，一鼓作

气、精准施策，以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的决心和勇气，坚

决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

初秋时节，吉林大地田

畴似锦、五谷飘香，处处是一

派丰收景象。巴音朝鲁来到

洮北区洮河镇连城红干椒农

民专业合作社，大棚内一串

串辣椒挂满枝头，丰收在

望。得知合作社采取“龙头+

基地+农户”模式，与500多

农户签订订单，带动1000余

名贫困群众和村民就业，巴

音朝鲁鼓励合作社要搞好精

深加工，扩大生产规模，带动

更多贫困群众持续增收。听

说合作社理事长是返乡创业

大学生，巴音朝鲁连声称

赞。他说，释放农村发展活

力，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能

人带动效应，让更多返乡创

业人员、种粮大户和龙头企

业更好地发挥“领头雁”作

用，在希望的田野上大显身

手、大有作为。

福顺镇现代农业产业

园，是一个集种植育苗、果蔬

采摘、休闲旅游等为一体的

观光园。园内绿树如茵，干

净整洁。巴音朝鲁走进大

棚，刚刚栽植的草莓生机盎

然。得知农业园是全镇扶贫

基地，每栋大棚年利润20万

元，巴音朝鲁非常高兴。他

说，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

根本之策。要把产业发展、

脱贫致富结合起来，加快推

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让

农民都过上更加红火的日

子。

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

一直是巴音朝鲁最为牵挂

的事情。他来到福顺镇庆

茂村89岁的贫困户张忠家里，关切地向老人询问孩子上学、

家庭收入、生活保障等情况。看到老人身体健康、精神矍

铄，还积极发展庭院经济，巴音朝鲁说，有党和政府支持，有

各级干部帮助，只要大家坚定信心，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巴音朝鲁还来到庆茂村村部了解基层党建和村卫生室建设

情况，并看望洮南市脱贫攻坚突击队成员，勉励大家向群众

学习、向实践学习，进一步协助基层抓好党建工作，以党建

促脱贫攻坚、促农村发展，全面做好农村改革、产业发展、乡

村振兴等工作。

近年来，白城市调整种植结构，水稻面积达到300多万

亩。曾经的盐碱地，如今稻浪滚滚、泛着金黄。稻花香里说丰

年。在福顺镇水稻种植区，种粮大户张喜明高兴地说，今年种植

的水稻全部由政府支持飞播防虫，长势非常好，打心眼里感谢习

近平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感谢党的好政策。巴音朝鲁鼓励他扩

大生产规模，搞好精深加工，持续提升综合生产能力。机器轰

鸣、笑语欢声，附近的村民正在收割早稻。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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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本报讯（记者李文瑶 实习生孙宇娇）在

第35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9月5日下午，

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吉林好人·

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发布会在东北

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举行。

今年是我省开展“吉林好人·最美教师”

评选活动的第五年。五年来，通过深入踏查

走访，广泛听取民众意见，省委宣传部联合省

教育厅选拔出黄大年、郑德荣等一批秉持德

行、坚守信仰的优秀教师。他们为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引领广大教师自觉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党和人

民满意的“四有”好教师树立起标杆。

2019年，“吉林好人·最美教师暨黄大

年式好老师”评选出8名优秀教师和2个教

师团队。他们是长春工业大学化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院长敖玉辉、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

程学院教授向阳、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铁

道信号学院院长莫建国、吉林市第一中学教

师景蓉、延边第二中学教师李萍、松原市特

殊教育学校教师马俊艳、榆树市于家镇五家

村小学教师陈亚平、柳河县安口镇学校教师

高霞、吉林省首批万名支教教师20人援藏

团队和吉林农业大学粮食精深加工与功能

性食品教师团队。

悠扬的小提琴演奏配合激情饱满的致敬

词，长春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最美教师”敖

玉辉走上舞台。近30年的科研生涯，他倾注

心血在碳纤维原丝聚合的研究中，不惧危险

工作环境，为学生授业解惑。“最美教师”陈亚

平走上舞台时格外精神。主持人亲切地与他

交谈。“您腿有残疾，为什么对1000多名学生

一个不落做家访？”“家访可以全面了解孩子，

这也是老师的责任。”朴实的乡村

教师利用课余时间拄着拐杖行走

在家访的路上，护送一只又一只

雏鹰振翅远航。当他捧起奖杯和

鲜花时，现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

向陈亚平老师致敬。吉林省首批

万名支教教师20人援藏团队获得“最美教

师”团队荣誉称号。他们在海拔4000米的雪

域高原竖起一面旗帜，让藏族同胞感受到吉

林人民对他们的深情友爱和无私帮助；他们

用坚定的信念，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参加活动的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师范

类大一新生裴迅深受感动，她说：“这些‘最美

教师’的事迹，给予我一种力量，我要向前辈

们学习，以后争取成为一名好老师。”

发布会现场，全体教师郑重宣誓：“忠诚

党的教育事业，遵守教育法律法规，履行教

书育人职责，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做到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为教育发展、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努力

奋斗！”

知识的传播者 道德的引导者 信仰的坚守者

“吉林好人·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评选结果公布

本报9月6日讯（记者孙寰宇 实习生徐中强）省气象台今

天16时16分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玲

玲”影响，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我省中东部地区风力可达

6—7级，部分地方8级以上，同时中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

方大暴雨。

预计，“玲玲”将以每小时30～40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北方

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并将于7日夜间在朝鲜西部到我国辽宁

省东南部一带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10～11级），8

日凌晨到上午在我省中部偏东地区经过，强度为热带风暴级（8

级，中心气压980hPa左右），此后移入黑龙江省并逐渐变为温带

气旋。

预计受台风“玲玲”北上影响，7—8日，我省中东部将有明

显风雨天气过程。

强降雨主要集中在7日傍晚到8日早晨，长春中东部、四平东

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北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

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降雨量40～80毫米，部分地方可达110～140

毫米。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延边中部和南部、长白山

保护区有中到大雨，降雨量15～40毫米，白城基本无降雨，其他地

区有小到中雨，降雨量5～15毫米。

此外，7日夜间到8日白天我省中东部地区有6～7级大风，部

分地方风力可达8级以上。

台风“玲玲”将带来暴雨
省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