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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走进长白山。千山万壑，层林

尽染。

清爽宜人的徐风、轻舒漫卷的白云、金黄

如蝶的秋叶、纤尘不染的秋水、游弋嬉戏的秋

沙鸭……宛如走进色彩斑斓的油画长廊。

这幅殊美画卷，来自长白山管理委员会秉

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保护生态和发

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实践探索。作为我国北

方重要的生态屏障，长白山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精神真抓实干，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实

实在在地变成了“金山银山”，成为我省东部绿

色崛起的一面旗帜。

保护第一 生态优先

习近平总书记来我省视察时的殷殷嘱托，

为长白山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转型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保护面前，再大的诱惑不动心；利益面前，

再小的生态不破坏。”为了守护好我国东北乃至

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生态系统平衡，长白山管委会

锁定目标：要走出一条生态优势强、综合效益好、

旅游特色化、全域高质量的国际化发展道路。

生态根基如何夯实强固？

长白山管委会坚守“保护第一、生态优先”

可持续发展的硬道理，把保护好绿水青山作为

第一责任、首要任务，扛在肩上。

自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成立以

来，当地累计投入50亿元用于生态保护，实施

重大生态保护项目130余个。

长白山管委会开展“红松种源封闭保护”行

动。他们舍弃了近500万元的承包金，放弃了每

年1亿多元的经济收益，全面禁止保护区内红松

果实承包采集行为，使生物链得到休养生息。

在松花江大峡谷综合整治项目实施过程

中，长白山斥资2亿元拆除了区域内5家宾馆，

保护了松花江源头的环境。

松花江大峡谷综合整治、聚龙泉源头地址遗

迹保护修复、保护中华秋沙鸭、长白山珍稀植物

繁育基地等生态保护项目相继实施，《长白山生

态保护规划》逐项落实，“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全面启动，“河长制”“湖长制”“林长

制”严格落实，强力抓好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整

改，协同建立“层次清晰、标准明确、协作共治”的

联盟协调机制，提升森防信息化、现代化建设水

平等一系列求真务实的举措，让长白山绿色发展

的“接力棒”传递在城市、山林、乡野……

“山好水好家就好”是长白山人最质朴的生

态观。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绿脉连接发展，让人

类融入自然”，长白山说到做到。如今，1586种

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2639种野生植物在

这里肆意生长，长白山生态优势日益凸显。

在传承既有保护经验的同时，长白山坚持

与国际接轨，积极拓展生态保护国际合作。

前不久，“人与生物圈计划”青年论坛吸引

了来自82个国家的176名代表相聚长白山，这

是继长白山国际生态会议后，长白山生态宝库

再次聚焦国际视野。

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生态保护国际视野，

让长白山在交流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近年

来，长白山顺利通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10年评

估，被列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示范单

位，长白山被誉为“世界名山、国际名镇”。

生态旅游的“池北”版

绿色和白色，是长白山的底色。

然而，长白山旅游经济的长足发展，绝非单

纯依赖生态资源。不断求索的创新实践成为当

地迈向全域生态休闲度假经济的“法宝”。

经过多年的品牌化打造，近一年来，长白山

迎来了生态旅游的收获季：长白山池北区（二道

白河镇）先后获评“国际慢城”、全国4A级景区、

全国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9月23日下午，记者抵达池北区。这是距

离长白山北景区最近的小城，穿城而过的二道

白河清澈见底，蜿蜒流淌，水里野鸭水鸟成群结

队，岸上树木花草高低错落。

池北区全城没有红绿灯，机动车车速不超

过30迈，车辆礼让行人。68公里自行车道与人

行木栈道并行的慢行系统环绕全城，365公里的

长白山慢行绿道、慢行系统成为连接景区与城

区的生态连廊。

森工文化园，是池北区最具地方特色的一

处景观。它紧邻美人松公园，位于城区主路

旁。伐木经济在长白山地区曾扮演着很长一段

时间的“顶梁柱”角色。时代更迭，随着国家停

伐令的实行，伐木经济迎来了还原碧水蓝天生

态建设的新时代。数十年爬冰卧雪、风餐露宿

的伐木工人当上了护林员。

虽然，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但是森工

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忘记。于是，长白山人用

青铜雕像等艺术展示形式让历史与今天对话。

他们通过能木则木、能石则石的环保型材料，在

森工文化园再现了昔日林区场景。砍伐、锯木、

抬木、搬运等林业工人挥汗如雨的劳作形象栩

栩如生，伐木工具、简易的房屋住所也都等比例

复原。置身在这个寓史于景的森工记忆长廊

里，仿佛听得到伐木的声音，听得见“向前走唉，

嘿呦……”的林间号子。

游人留恋其间，看得见岁月的痕迹，读得懂

几代人的奋斗，也感受得到经济转型的变迁。

为了实现从“去天池的必经之地”到生态休

闲度假目的地的转型，池北区在城区内陆续打

造了32处景区，免费向游人开放。

风姿绰约的美人松公园里，百年老树身姿挺

拔；依山傍水的公园里，与大熊猫齐名的国宝级生

物中华秋沙鸭游弋嬉戏；在天伦广场，树上松鼠造

型的仿真音箱传来轻轻柔柔的音乐……移步易

景，相映成趣，彰显着长白山的生态人文底色。

如今，池北区已成长为长白山最核心的旅

游目的地和最重要的旅游集散地。这里不仅有

着江南水乡的娟秀气息，也散发出欧洲发达国

家小城镇的闲情逸致。

山水林城相融、低碳节能慢行、人文气息浓

郁的绿色城市形态，让人流连忘返。

在长白山，生态不再只是一个环保词汇，它

是民生，是经济，是幸福指数。

2018年以来，长白山加速旅游转型升级，着

力激发绿色发展动能。他们面向全球发布实施

“半年免费游”“一票游三天”等旅游惠民五条举

措；围绕森林观光、温泉养生、生态养老、冰雪运

动、商务会展等特色精品旅游经济业态，推动生

态旅游与教育、文化、体育、科普等领域深度融

合，开发慢行、漫游、冰雪运动、温泉养生等新型

旅游产品，同时，以“年年办赛事、月月有活动、

人人都参与”的高频率开展节事赛事活动。

旅游产品层出不穷，与城市内涵和底蕴共

同成长，推动着长白山旅游由门票经济向综合

经济、由单一绿色向多元互补、由景区集中向全

域拓展转型升级。

今年上半年，长白山接待游客156.1万人

次，同比增长11%；实现旅游收入16亿元，同比

增长10%。以生态打底，用产品支撑，“诗和远

方”在长白山华丽绽放。

带动东部绿色崛起

8月6日上午，北京。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吉林专场新闻发布会。吉林省委副书记、省

长景俊海答记者问时说，我们以“双线”为纽带，

东西互济、文旅互补，培育全域旅游“新名片”。

我们把吉林全域旅游资源穿点成线，坚持“一湖、

一山”（查干湖、长白山）联动，冰雪、避暑互动。

如果说，生态旅游的“金扁担”一头挑起了

“绿水青山”，一头挑起了“冰天雪地”，成就了长

白山经济的高质量转型。那么，长白山变生态

优势为发展优势所积累的经验，能否与更多城

市有机连接？在我省东部绿色转型发展的快车

道上，长白山还将创造哪些可能？

深入求解中，长白山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王库告诉记者，跳出“看山门、守山头”的局

限，敞开“天池求卓越、林海纳百川”的胸襟，长

白山积极融入全省发展大格局中，提出用更加

开放的视野全力推动构建“大长白山发展共同

体”。“我们希望通过打造环长白山生态旅游特

色城镇集群，开创东部区域联动发展新局面，将

旅游业打造成为东部经济的支柱产业，把长白

山建设成为具有东北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的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绿

色转型发展的引领区。”

打造经济与生态联动发展创新高地，理念

观念要更新，资源资本要整合，业态产品要升

级，政策服务要集成。长白山人勇挑大梁，立志

当好绿色崛起先行者。他们从资源比较优势入

手，联合延边、白山等地，共同打造各具特色、优

势互补的“北斗七星镇”全域旅游承接载体——

在池北区、池西区、池南区打造了“样板

间”，推动城区旅游服务基地“生态人文合一、产

城融合互动、风貌小而精美、功能配套齐全”标

准化建设；

联手安图县推进“长白山金代神庙遗址保

护利用”文旅项目；

实施“智慧长白山”，让大数据精准支撑生

态旅游的深度体验；

对接查干湖，探索游客互换流量经济新

模式；

申报国际冰雪体育赛事和高峰论坛，为

东部城市融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三亿人

参加冰雪运动”“冬奥在北京，体验在吉林”

作表率……

长白山人甩开臂膀，播撒一粒粒绿色发展

的种子。这些种子随风飘荡，正在长成一片林，

汇成一片海……

山 好 水 好 家 就 好
——长白山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纪实

本报记者 伊秀丽 万玮 李樊

“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和深化国有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生态环境监管、国家公园、生态补
偿等生态文明改革举措，加快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治理，使东北地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这是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视察
期间，把脉定向、量体裁衣，明确提出的发展思
路，为我们坚持绿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

不忘谆谆教诲，牢记殷殷嘱托。从2015年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参加吉林代表团
审议，到当年7月来吉林视察，再到2018年视察
东北三省，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我省生态
建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到查干湖视察时再次
强调，“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保
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是对我
省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给予的充分肯定和殷切
希望，更是对吉林广大干部群众的巨大鼓舞和
鞭策。我省森林覆盖率高达42.5%，现有活立木
总蓄量 86089 万立方米，列全国第 6 位，生态是
吉林最大的优势、最大的品牌。为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我省牢固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重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不忘谆谆教诲、牢记
殷殷嘱托，树立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就是幸福的执政理念，不断增强提升生态
环境质量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加快转
变思想观念、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把以改善环
境质量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吉林省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
和全过程，逐步将生态环境资源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

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省生态文明建
设仍然压力很大，绿色发展还有不少难关要
过。因此，让绿色吉林的底色更鲜明，必须下更
大的决心，采取更有效的举措。

让绿色吉林的底色更鲜明，必须巩固提升
我省绿色发展优势。我省具有较好的生态环境
基础，要巩固提升我省绿色发展优势，必须把绿
色发展纳入到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绿色发展
既撬动增长、引领转型，也优化环境、惠及民生，
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共赢的根本途径。

因此，我们必须把环保、生态、绿色都统一到高
质量发展上来，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
账，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久久为
功抓好环境保护，巩固提升我省绿色发展优势，
让吉林的绿水青山之中，有生存空间，有质量效
益，有美好未来。

让绿色吉林的底色更鲜明，必须扛牢抓实
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丰富的生态资源是吉林
最大的特色、最宝贵的财富、最重要的品牌，也
是最大的发展潜力，我们要以绿色可持续发展、
高质量发展为主基调。这就要求我们决不能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必须统
筹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关系，坚决摒
弃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发展模式，才能少走弯路，
获得未来发展更大的战略优势。要进一步强化
责任担当，坚决打好蓝天、碧水、青山、黑土地、
草原湿地保卫战。要着力构建绿色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
推动形成绿色经济体系。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摆
上更加重要位置，扛牢抓实生态环境保护的责
任，压紧压实责任、抓好考核督察、形成整体合
力，答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这一事关国
家、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性答卷。

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石。我们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
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精心呵护自然生态资
源，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点、吉林人民生活的增长点、展现美丽吉林形
象的发力点。

让绿色吉林的底色更鲜明
——五论牢记殷殷嘱托

本报评论员

长白山管委会始终坚持以生态文明统揽各项工作，坚持“保护第一，生态优先”不动摇，夯
实强固生态根基功能；坚持以生态旅游为主导，培育壮大绿色经济。图为金秋时节，长白山自
然保护区内的山林枝叶繁茂，生机勃勃。 本报记者 赵博 摄

本报讯（记者董鹏宇）为预防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确保广大

群众出行平安畅通，全省交警多措并举，重拳出击，严厉打击酒驾

醉驾毒驾、“三超一疲劳”、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据统

计，8月份以来，全省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4047起，查处假牌套

牌违法行为294起；普通国省道查处6类严重违法行为21367起，

国省道统一行动期间查处严重违法行为3480起；查处农村面包

车超员401起，净化道路交通环境，确保全省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为打造国庆期间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奠定了基础。

9月份至今，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党委成员密集深入全省各

地开展暗访检查，慰问一线执勤民警，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现场

督办落实。各地交警部门领导也到基层一线随警作战，与民警

同吃同住同战斗，共同排查“两客一危”、农村面包车等重点车

辆，在源头上扼住隐患萌芽，为一线执勤人员鼓舞士气，切实加

强了路面管控力度，保障了辖区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精准打击，假牌套牌假证无处遁逃。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成

立工作小组，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假牌套牌假证违法，特别

是对公安部定期下发的假牌套牌车辆，集中力量精准打击。

突出周末夜查，酒驾醉驾毒驾难逃法网。对酒驾醉驾保持

“零容忍”，每天安排专门警力查处，每周组织不少于1次统一行

动，各支队每月安排不少于1次跨县（市、区）行动，做到天天有

人查，切实形成打击酒驾醉驾严管氛围。

突出“逢五”“逢十”统一行动，公路交通秩序井然有序。高

速公路严查超速、无证驾驶、疲劳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

等10类违法行为，国省干道严查超速行驶、逆向行驶、无证驾驶

等6类容易肇事肇祸的违法行为。

突出标本兼治，农村面包车乱象得到有效治理。抓住施工

人员集中运送、农村赶集、婚丧嫁娶等重点时段，严把农村村口、

山区公路要道口，严控农村学校门前及周边道路，组织流动执法

小分队严查面包车超员、无证驾驶、客货混载、酒驾醉驾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

守土尽责勇担当
全省交警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平安畅通

本报 9月 26日讯（记者闫虹瑾 实习

生王伟）今天，全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推进会在松原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

精神，对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率先

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作进行再推动再落

实。省委副书记高广滨出席会议并讲话，

副省长李悦主持会议。

高广滨指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吉林“三农”工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是我们肩负的重要政治责任，是

必须完成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始终牢

记总书记嘱托，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紧

盯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推进三大体系建

设，突出三产融合，努力走出一条集约、高

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高广滨强调，要聚焦集约要求，抓好高

标准农田建设、全程机械化整省试点、农

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进一步完善现代

农业生产体系。要聚焦高效要求，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龙头企业为

牵引，抓好农业产业和农村产业发展，切

实建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促

进农业全产业链增值，带动农民增收。要

聚焦安全要求，巩固提升粮食综合产能，

稳定生猪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强化质量安

全监管，保证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要聚焦持续要求，加大黑土地保护、农业

面源污染防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切实

提高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水平。各地

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典型引领、

示范带动，进一步营造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的浓厚氛围。

会议同时套开了全省农村重点改革现

场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改

革重点任务进行了安排部署。

进一步掀起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热潮
全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会在松原召开

本报9月26日讯（记者李抑嫱）9月25

日至26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晓萍深入

辽源市和东丰县，实地调研指导第二批“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王晓萍在东

丰县东丰镇湾龙河村现场指导党支部主题

教育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仔细了解东丰县皇

家鹿苑创业园主题教育和产业发展项目等

情况，走访慰问了仁义村老党员李均厚。

在随后召开的汇报会、座谈会上，王

晓萍听取了辽源市委及4个县（区）委主题

教育情况汇报，并就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和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问题，与辽源市

委有关领导进行了个别访谈。王晓萍强

调，要牢牢抓住主题主线，抓好集中研讨，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推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

心、铸魂扎根。要切实强化示范引领，突

出抓好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这个重点，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带头

深学细悟，带头调查研究，带头检视反思，

带头整治整改。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整治

整改，把“改”字贯穿始终，进一步探索激

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有效措施，认真抓好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集中整顿，盯住 1至 2

个问题抓紧整改，坚持开门整改、接受监

督，防止向群众交假账、交空账。要强化

不同层级的分类指导，区分不同领域的着

力点，把握不同对象的实践要求，增强主

题教育针对性实效性。要从严从实加强

领导督导，切实把开展主题教育作为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以好的作风确保主题教育

的好效果。

从严从实加强领导督导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王晓萍到辽源调研指导第二批主题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