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 30日讯（记者曹梦
南 缪友银）今天，省委召开常委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在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

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在河

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重要指

示精神；听取我省贯彻落实中央政

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精神的意

见，关于建议追授孟祥民、郭明亮同

志“吉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汇

报。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人民政协

事业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人民政

协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人民政协

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

度。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方向，

服务中心大局，推动改革创新，加

强自身建设，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

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推动全省政

协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上的重要讲话，对以英雄模范为榜

样力量，继往开来、接续奋斗提出

明确要求。要大力宣传英雄模范

事迹，引导全社会敬仰英雄、学习

英雄，关心关爱英雄模范，弘扬伟

大时代精神，培养爱国之情、砥砺

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为新时

代吉林振兴汇聚磅礴力量。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严格坚持好、落实好、实施

好各项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坚决

维护制度的权威性，把制度体系和

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以生态倒逼转型，走出一条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重

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数字吉林”建

设，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和网络空间治

理，推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各项

工作更加扎实、更加具体、更加有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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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 30日讯（记者曹梦南 缪友
银）丰碑矗立，浩气长存。今天是烈士纪

念日，省暨长春市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

篮仪式在长春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巴音朝鲁，省委副书

记、省长景俊海，省政协主席江泽林等省

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

长春市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人民英

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和人民英

雄。

金秋的长春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

严肃穆。9 时许，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

始。4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

到纪念碑前伫立。

雄壮高亢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

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越的歌声

在广场久久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

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

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默

哀毕，200名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碑，唱

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澈的童

声，表达了少先队员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

情和从小树立远大理想、为共产主义接续

奋斗的坚定信仰。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伴随着深

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托举起由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军部

队，长春市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

和社会各界群众敬献的9个花篮，缓步走

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

基座前，寄托新时代吉林儿女对人民英雄

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仰。

巴音朝鲁、景俊海、江泽林等缓步走

向纪念碑，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

缎带。随后，省市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依

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追思革命

先烈追求真理、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激

励全省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加快实现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王凯主持仪

式。

在长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和长春市领导，省法院、省检

察院领导，省军区、空军航空大学、武警

吉林省总队领导，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吉林

省首届最美退役军人、机关干部、学校师

生、部队官兵、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参加敬

献花篮仪式。

传承红色基因 矢志拼搏奋斗

省暨长春市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巴音朝鲁景俊海江泽林出席仪式

9月30日，省暨长春市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长春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巴音朝鲁，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省政协主席江泽林等省党政
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长春市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
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和人民英雄。 本报记者 宋锴 摄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黄鹭）国庆假

期前夕，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来到长

春市，实地检查节日市场和安全生产工

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强化市场供应，确保安全生产，

让百姓过一个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景俊海走进长春市欧亚三环购物中

心的超市。市场里熙熙攘攘，柜台前人

来人往，时令果蔬铺满货柜。得知市场

价格稳定、货源供应充足，景俊海说，节

日期间，农副产品需求量较大。要扩大

货源供给，压缩流通环节，平抑市场物

价。加强市场监管，抓好检验检测，让百

姓吃得放心、舒心、安心。

当前，猪肉价格最令百姓关心。景俊

海走到肉类柜台前，现场市民告诉他，猪

肉价格依然偏高，盼望尽快降下来。景

俊海指出，要加快调整供应结构，进一步

加大猪牛羊等各类肉品供给，运用市场

办法适度调控，保障价格运行在合理区

间。在酒类柜台前，景俊海说，要丰富节

日市场商品种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他检查商场消防设施，要求明

确消防通道标识，维护好电梯等设施，遇

到紧急情况立即疏散，严防拥挤踩踏事

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景俊海非常关心节日期间值班值

守工作。他专程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

看望慰问值班干部，分别与省公安厅、

省应急管理厅、松原市、辽源市、白城

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进行

视频连线，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要

深刻汲取江苏宜兴、浙江宁海县近日发

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持续深入、因地

制宜全面排查整改隐患，坚决消灭在萌

芽状态，确保国庆期间万无一失。坚持

人民生命至上，抓好煤矿、非煤矿山、建

筑施工、边境防控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

集场所安全监管，发生事故灾害第一时

间救援，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加强重点

景区管控，完善预案、专人负责，分段调

流错峰，搞好硬隔离等配套管理服务，

确保景区秩序井然、游客生命安全。加

强交通疏导和道路安全管理，严控危化

品生产运输，森林防火要进入紧急状

态，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各地、

各部门主要领导要带头值班，在值人员

要全员全天候在岗，尽心尽职尽责尽

力，确保责任落实到位、措施细化到位、

应急响应到位、科学处置到位、严管重

罚到位，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营造良好节日氛围，以优异成绩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刘金波、张志军、王志厚参加相关

活动。

景俊海在检查节日市场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强 化 市 场 供 应 确 保 安 全 生 产
让百姓过一个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

本报讯（记者黄鹭）在举

国上下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之际，9月29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在

长春会见一汽—大众汽车公

司德国专家马亚迪克等2019

年吉林省“长白山友谊奖”和

“优秀外国专家”获得者，并

为8位“长白山友谊奖”获得

者代表颁奖。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1 万多

名外国朋友在吉工作生活，

在产业、教育、医疗、科研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景俊

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来，吉林发展取得了辉

煌成就，这离不开广大外国

专家的倾情奉献。各位专家

是吉林振兴发展的推动者、参与者、

见证者，与吉林人民结下深厚友谊，

是值得表彰的功臣。当前，吉林正在

沿着习近平主席擘画的吉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宏伟蓝图奋勇前进，希

望大家广开思路，及时引入好经验、

好做法、好技术；广开言路，建言献

策、牵线搭桥，促成更多项目合作落

地；广开贤路，引进培养更多优秀人

才。希望大家与吉林齐心合力攻关，

多出合作成果，携手推动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

马亚迪克等外国专家一致表示，

早已把吉林视为“第二故乡”，为吉林

发展取得的成绩而欣喜，非常愿意留

在吉林、发挥作用，与吉林人民携手创

造更加美好未来。

安立佳、王志厚等参加会见。

携手推动振兴 续写友谊华章
景俊海会见“长白山友谊奖”和“优秀外国专家”获得者

9月29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在长春会见2019年吉林省“长白山友谊奖”和“优秀外国
专家”获得者并为其颁奖。 本报记者 邹乃硕 摄

本报讯 国庆前夕，省总工会在

全省组织开展“劳动创造、共享幸福”

2019年国庆节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向广大劳动模范、困难职工群众送上

党和政府的温暖祝福。活动中，全省

工会系统共走访慰问全国劳模 533

人、省级劳模612人、困难职工1万多

人，同时组织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对因学致困的职工家庭实现救助全

覆盖。

9月18日，省委副书记高广滨到

四平市走访慰问劳动模范和困难职

工。在全国劳模琚永安家里，高广滨

详细了解他工作生活情况，并代表省

委、省政府送上节日祝福。高广滨表

示，广大劳模在国家建设发展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希望进一步发挥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为推动吉

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更大贡

献。在困难职工张宇家里，高广滨亲

切询问了他患病治疗情况，强调各级

工会组织要帮助解决好职工群众实

际困难，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省政协副主席、省总工会主席李

龙熙走访慰问了长春市宽城区困难

职工群众。

劳 动 创 造 共 享 幸 福
省总工会开展国庆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刘巍）今天，

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在吉林公安

英烈纪念广场举行向公安烈士敬献花

篮仪式，深切缅怀为保卫国家安全、政

权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而英勇牺牲的

公安英烈。副省长、公安厅长刘金波出

席活动。

上午9时45分，在《中国人民警察

警歌》雄壮的旋律中，敬献花篮仪式正

式开始。省公安厅、长春市公安局相关

领导和部分民警代表，吉林警察学院部

分学生代表共700余人整齐列队肃立，

表情庄严肃穆，集体脱帽向烈士致哀。

随后，全体民警重温入警誓词，声声铿

锵誓言展示了全体公安民警继承英雄

遗志、共创平安吉林的坚定决心。宣誓

结束后，全体民警以烈士纪念墙为中

心，缓步绕行，瞻仰公安英烈及因公牺

牲民警名录，献上寄托哀思的鲜花。

据悉，在国家烈士纪念日前夕，省

公安厅为全省75户公安烈士遗属发放

了慰问金。省公安厅党委成员带头深

入烈属家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表达对

烈士的敬仰和对烈属的关爱。

继承英雄遗志 共创平安吉林
省公安厅举行公安英烈纪念活动

9月30日，北京天安门广场花团锦簇、气氛热烈，已经全面做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来自我省的各界应邀进京观礼代表已经全部抵达北京，10月1日上午将同海内外各界人士、全国各族同胞共同参加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并观礼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本报特派记者 石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