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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原副主席、党组成员张铁男同志（离

休干部），因病于2019年9月14日23时43分在长春逝世，

享年86岁。

张铁男同志是辽宁辽阳人，汉族，1947年12月参加革

命工作，194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吉林大学党委

统战办负责人、统战部部长，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兼

办公厅主任，吉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政协吉林省委员会

秘书长，吉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正厅长级）、部长等职务。

1992年3月任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兼省委

统战部部长。1993年1月任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副主席、党

组成员。

张铁男是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吉林省委员会委员、常务

委员，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铁男同志逝世

成就鼓舞人心，号角催人奋进。昨天，省
委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精神，就推动吉林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再出发，加快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作出部署。

眼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气势磅礴、豪情满怀、自信坚
定，发出了时代最强音，讲出了中国自豪自
信，反映了党心军心民心，体现了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
我们面向未来的庄重政治宣言，是继续前行
的重大行动纲领，是聚合伟力的强大精神感
召。全省上下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上来，落实到加快新时代吉林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全过程，确保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在吉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开创
吉林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70年栉风沐雨，70年春华秋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
的历史新纪元。70 年来，我们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了
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铸就了人类历史
上规模浩大、气势雄伟的现代化事业，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新中
国 70 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和伟大成就充
分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
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
走向繁荣富强。只要我们长期坚持、永不动
摇，坚定不移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加
美好的明天。

70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吉林各
族儿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与祖国同呼
吸、共命运，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创造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吉林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
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和指引下，吉林
进入了发展质量效益最好、城乡面貌变化最
大、人民群众获益最多的时期，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下转第三版）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评论员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曹梦南 缪友银）
今天，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座谈会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巴音

朝鲁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全省广大

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再出发、开

启前进新征程，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奋

力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吉林篇

章。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省政协主席

江泽林出席会议。

会上，省领导景俊海、高广滨、姜治莹、王

凯、石玉钢，基层代表姜会林、孙正聿、吴亚

琴、李万君、刘启芳，分别交流了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的认识体会，表达了为新时

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再立新功的信心

决心。

认真听取发言后，巴音朝鲁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气

势如虹、磅礴豪迈，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

前进征程上继续拼搏的行动纲领，是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全

面动员。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转化为全省

广大干部群众推动振兴发展的火热实践和不

竭动力，确保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吉林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巴音朝鲁指出，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

的辉煌历程，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就是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

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

繁荣富强。不忘初心再出发、开启前进新

征程，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

导，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

毫不动摇地坚持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

革，强化创新驱动，促进协调发展，扩大对

外开放，加强生态建设，加快新时代吉林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密切党同人民

的血肉联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坚决整治“四风”，

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进一步营造干事创

业氛围，为振兴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

织保证。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

协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人大常委会、省

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参加会议。

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召开

不 忘 初 心 再 出 发 开 启 前 进 新 征 程
奋力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吉林篇章

巴音朝鲁主持并讲话 景俊海江泽林出席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善于学

习、执着科研，成功研发基因重组人胰

岛素产品；作为一名企业家，他不忘初

心，坚持创新，竭尽全力让“中国制造”

永续辉煌……他，就是基因重组人胰岛

素专家、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冷春生。

从业至今，他为中国生物基因高科

技自主品牌跻身世界之林，为中国民族

工业在国际竞争中占领制高点作出了

贡献。

今年45岁的冷春生出生于通化集

安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97年，23

岁的他从吉林化工学院精细化工专业

毕业，受聘于通化安泰克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走上了研发基因重组人胰岛

素的道路。面对生物制药这个陌生领

域，冷春生凭着一股拼命钻研的劲

头，在参加工作两年间就创造出一种

具有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的新的基因

重组人胰岛素的检测方法，填补了我

国空白。

他开发的高效液相纯化技术的运

用，使东宝生产的基因重组人胰岛素纯

度达到99.4%， （下转第三版）

为基因重组人胰岛素标上“中国制造”
——记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冷春生

本报记者 李铭

本报讯 辉南县委书记张继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辉南县委书记

张继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记者李樊）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刚刚过

去的“十一”黄金周，我省旅游业态丰富、产品充足，旅游市场

安全有序，游客满意度和获得感稳步提升。7天长假期间，

全省共接待游客1814.11万人次，同比增长14.46%；实现旅

游总收入134.34亿元，同比增长20.60%。其中，乡村游游客

量占比29.61%。

国庆节期间，游客在我省人均停留2.52天，同比增长

0.8%；人均花费740.53元，同比增长5.36%。一日游、周边游

持续火爆，旅游景点、特色旅游产品同比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部分景区增幅超50%。共有819.36万人次选择自驾游，较去

年同期增长11.42%。乡村游持续走红，金秋红叶、五花山色、

湖光秋水、乡村休闲等百余项秋季旅游产品受追捧，体验农家

乐、民俗文化等独具风韵的乡村旅游活动成为旅游新宠；延边

和龙光东村接待同比增长23.65%。我省红色旅游释放出空

前的市场活力，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省

博物院成为热门打卡地。边境游持续火热，集安市凭借“边境

游+生态游+品美食”的多元化产品，吸引了数十万游客涌入；

珲春防川景区接待游客15.7万人次，同比增长265.12%。

国庆假期我省旅游收入突破134亿元
近日，2019 辉

南金秋旅游节在通
化市辉南县样子哨
镇拉开帷幕。割稻
子比赛、田间拔河、
徒手抓鱼等项目让
前来观光的游客充
分体验农事活动的
快乐。

吴连祥 摄

本报 10月 8日讯（记者
黄鹭）国庆长假结束后上班第

一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

海主持召开省政府2019年第

1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凝聚力

量、团结奋进，把爱国热情转

化为工作干劲，真抓实干推动

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会议指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胜

利召开，举国欢庆、举世瞩目。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

话，展现了巨大向心力、凝聚

力、感召力、影响力。我们要深

入贯彻落实，奋力推进吉林各

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会议强调，做好当前工作，

一是咬定全年目标不动摇。对

标对表年初确定的任务，苦干

实干肯干会干，精准施策、持之

以恒，努力实现预期目标。二

是紧盯第四季度不松劲。加快

工业经济稳存量、抓增量、提总

量，提高重点地区、重点产业、

重点企业支撑能力。抓好秋粮

收储、畜牧增收、农产品加工项

目达产达效，禁止秸秆露天焚

烧。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形

成新的增长点。扩大招商引

资，专班制、专业化、高效率为

项目建设全过程搞好精准服

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链条，

巩固全省旅游业发展良好势

头。千方百计促营销、创热点、

优环境，强化消费基础作用。

抓好外资外贸，形成一批新成

果。三是加强调度统计不懈

怠。按照“稳增长”和“实现高

质量发展”责任分工，分兵把

口，定期调度检查，及时解决难

题。坚持实事求是，加强科学

统计，做到应统尽统。四是谋

划明年工作要抓早。盯紧国家政策导向，聚焦“一主、六双”产

业空间布局等重点，谋项目、抓对接、争支持，同时要扎实做好

冬季供暖等民生工作，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产。

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

验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

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和冰雪经济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

做好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稳岗返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决定按程序上报或印发。会议听取关于清理政府部门和

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吴靖平、侯淅珉、刘金波、安立佳、张志军、王志厚等参加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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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8日讯（记者曹梦南 缪友银 黄鹭）
今天晚上，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委副书记、省长景

俊海在长春会见了来我省洽谈合作项目的恒大集

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并共同见证长春市、公主岭

市与恒大集团有关项目签约。

巴音朝鲁欢迎许家印一行到来。他说，恒大集

团与吉林有良好的合作基础，近年来先后与我省长

春、吉林、松原等地开展深度合作，并取得了很好的合

作成果。当前，吉林老工业基地正处在加快转型升

级、积蓄高质量发展动能的关键时期，为广大企业提

供了难得的发展舞台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众多大型

知名企业敏锐捕捉到新时代吉林振兴所带来的重大

机遇，华为、阿里、京东、万达、万科、神州数码、腾讯、

浪潮、科大讯飞等一大批国际国内知名企业纷纷加大

对吉林的投资力度，实施了一批智能制造、智慧物流、

高端文旅、大数据、云计算中心等重大产业项目，在吉

林兴起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下一步，我省将与恒大

进一步加强在文化旅游、新能源汽车、高科技农业、大

健康产业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多领域务实合作。我们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来吉投资的企业，以最大的热诚、

最优的环境、最好的服务，与广大投资者在新时代吉

林振兴的进程中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景俊海在与许家印进行项目会谈时说，希望恒

大集团加强与吉林合作，优化在吉投资布局，携手

加快推进汽车电池、冰雪产业、旅游、健康、高科技

农业等13个合作项目建设，争取尽快落地见效。

我们一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下转第二版）

共享新时代吉林振兴机遇 兴起新一轮投资发展热潮
巴音朝鲁景俊海会见许家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