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22-0001 国外发行刊号D776 邮发代号：11-1

总第26452期 今日12版
2019年12月13日 星期五 农历己亥年十一月十八 十一月廿七冬至

彩练客户端 官方微信

中共吉林省委主管主办 吉林日报社出版

本版编辑 陈庆松 张健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19年

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0年经济

工作。李克强在讲话中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

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

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三大攻坚

战取得关键进展，精准脱贫成效显著，金融风险

有效防控，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改革开放迈

出重要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科技

创新取得新突破，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提升，“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进度符合预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会议指出，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原因在于我

们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战略定力，坚

持稳中求进，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中央和地

方两个积极性。在工作中，我们形成一些重要认

识：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

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

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

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

寻求动态平衡；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

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让各类

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

一线奋勇拼搏；必须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会议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

醒认识到，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

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

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

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

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

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

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

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

险点显著增多。我们要做

好工作预案。

会议指出，我国经济

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

本趋势没有改变。我们有

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

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

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

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

本和人才资源，全党全国

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一定

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会议强调，明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

“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

础，做好经济工作十分重

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

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得到

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会议指出，实现明年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

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

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针对性、有效性。要积极进取，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结果导向，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

持续用力，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

步提升。要继续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确定，明年要抓好以下重点工作。

一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理念是行

动的先导。新时代抓发

展，必须更加突出发展理

念，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

展。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

适应我国发展进入新阶

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

化的必然要求，紧紧扭住

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把

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种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要

树立全面、整体的观念，遵

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重

大政策出台和调整要进行

综合影响评估，切实抓好

政策落实，坚决杜绝形形

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要把坚持贯彻新发展

理念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

部的一个重要尺度。

二是坚决打好三大攻

坚战。要确保脱贫攻坚任

务如期全面完成，集中兵

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

政策、资金重点向“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落实产业扶贫、易地搬迁

扶贫等措施，严把贫困人

口退出关 ，巩固脱贫成

果。要建立机制，及时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

困人口的监测和帮扶。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要

重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完善相关治理

机制，抓好源头防控。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

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要保持宏观杠杆率

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

三是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

到有效保障和改善。要发挥政府作用保基本，注

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做好关键时点、困难

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

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

工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要加快补齐民

生短板，有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

题。要兜住基本生活底线，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

发放，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发挥市场

供给灵活性优势，深化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

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增强多层次多样化

供给能力，更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

一。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加强城

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四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

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

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

生。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

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

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

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

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

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

消费“双升级”。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五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巩固、增

强、提升、畅通的方针，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

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

化经济体系建设。要狠抓农业生产保障供给，加

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农民增收和乡村

振兴。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做到保供稳价。要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

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

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下转第四版）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在 北 京 举 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12月10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距查干湖第十八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开幕
还有15天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李樊 实习生滕浩锋）第四届吉

林雪博会展会将于12月13日至17日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截至目前，已有7个国家和地区、15个省份的560家展商

1256个品牌确定参展。13日一早，雪博会展会将正式对公众

开放，游客无需购买门票即可进入展会现场。

本届雪博会整体展览面积和规模达到历届之最。展会围

绕“冬奥在北京·体验在吉林”主题，设置了冰雪盛典主题馆、

冬奥主题馆、冰雪艺境主题馆、冰雪装备及冰雪体育主题馆、

冰雪长春主题馆、冰雪驾乘主题馆、冰雪城市主题馆、礼遇吉

林·第一书记代言主题馆等八大展馆。此外，还设置了面积达

4万平方米的室外冰雪体验区。

会展中心 1号馆是冰雪盛典主题馆。入口处的吉林

冰雪路径展示墙简约大气，“温暖相约·冬季到吉林来玩

雪”“构建吉林特色冰雪产业体系”“促进冰雪关联产业融

合发展”“冬奥在北京·体验在吉林”等蓝底白字，简明扼

要地阐明我省从冰雪旅游到冰雪产业，再到迈向冰雪经

济的发展路径。该馆是吉林冰雪从形象到产品的缩影，

玩雪、赏雪、雾凇、温泉、民俗等最能彰显吉林冰雪品质的

海报特色鲜明。

位于会展中心2号馆的冬奥主题馆，是展会的亮点之

一。冬奥会组委会携冬奥相关企业重磅亮相，传递奥运精神，

普及冬奥文化。在冬奥特许商品展位，消费者和收藏爱好者

可购买北京冬奥会纪念品。

位于3号馆的冰雪艺境主题馆文化底蕴浓厚。国内36

家、省内4家博物馆集聚在此。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展

区居醒目位置。

冰雪装备及冰雪体育主题馆里，雪车、雪地摩托等大中型

冰雪装备已“整装待发”，中高档雪具一应俱全。

冰雪长春主题馆围绕“燃情雪域春城 相约幸福长春”主

题，开设了长春文旅、净月潭、小白人餐桌智媒体机器人、伪满

皇宫博物院等展区，全方位展示冰雪名城在冰雪经济发展中

的农业、科技、民俗等深度融合的魅力。此外，冰雪驾乘主题

馆、冰雪城市主题馆也是特色鲜明，突出互动体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位于8号馆的礼遇吉林·第一书记代

言主题馆。展会期间，将有来自省内各地奋战在脱贫攻坚一

线的162名第一书记携近300种农特产品走到“台前”，展示扶

贫成果，推销农特产品。

第四届雪博会剧透④
“冰雪芳华”今日绽放

本报讯（记者王欣欣）查干湖第十八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

节将于12月28日开幕。记者近日在查干湖渔场看到，渔民已

经将冬捕生产网具组装完毕，只等开网捕鱼。在北岸，冰雪渔

猎文化旅游节主会场场地正紧张搭建，力求打造新颖独特的

活动场地。

为确保冬捕生产安全有序和旅游节各项活动顺利进行，

松原市成立安全领导小组，全面开展各项安全隐患排查，重点

对旅游节开幕式当天和系列活动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生产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评审、备案、演练及应急救援物资储备

情况等进行了检查，确保有效控制和减少各类安全事故发

生。同时对查干湖的宾馆、饭店、民宿等服务场所进行了联合

检查。

各相关单位和部门明确重点部位和重点区域，对易发生

事故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问题登记建档、重点监督，对查出的隐

患制定整改措施，做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常态化，有效防范各

类事故发生。国网松原供电公司成立查干湖供电所联合党支

部，全力保障旅游节期间的电力供应。

生产网具组装完毕只待破冰下网

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28日开幕

12月12日，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在长春会见了出席第四届吉林雪博会中外嘉宾代表。
本报记者 宋锴 摄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缪友银）今天，省委书记巴音朝

鲁，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在长春会见了出席第四届吉林冰

雪产业博览会暨第二十三届长春冰雪旅游节的中外嘉宾代表。

在会见柬埔寨旅游部副国务秘书郭班亚沙及国际嘉宾

时，巴音朝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

他说，吉林是世界三大粉雪基地之一，冰雪资源丰富、产业优

势明显。近年来，吉林全力落实习近平主席“3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号召，大力发展冰雪经济，做好雪的文章，冰雪产业发

展势头强劲。雪博会是目前国内唯一以“雪”为主题的产业博

览会，举办三届以来受到海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行业内产

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同世界各地的朋友一

道开展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搭建平台、挖掘潜力，有

力推动冰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郭班亚沙对受邀参加雪博会感到十分荣幸。他表示，吉

林冰雪产业发展成果丰厚、潜力巨大，将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加强在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助力吉林冰雪产业健康

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在会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副秘书长徐志

军等国内嘉宾时，巴音朝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各位嘉宾长

期以来对吉林振兴的关心支持。他说，举办雪博会、大力发展

冰雪经济，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冰天雪地也是金山

银山”重要指示的重要举措，是对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实

际行动，更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吉林老工业基地调结构、

促升级的重要抓手。当前，吉林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推动“白雪换白

银”，努力走出一条振兴发展新路。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

吉林发展、关注吉林冰雪，积极宣传推介吉林旅游、吉林冰雪，

推进我省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

徐志军感谢吉林在冬奥会人才培养、竞赛组织、场地设施

等方面提供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吉林冰雪资源丰富、雪文化

深厚，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多领域深度合作，助力吉林

冰雪旅游、冰雪产业快速发展。

王凯、石玉钢、张志军、刘忻、王志厚参加会见。

开展更广泛更深层次交流合作 推动冰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巴音朝鲁景俊海会见出席第四届雪博会中外嘉宾代表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之后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
真总结今年经济工作，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全
面部署明年经济工作，对于我们坚定信心、凝聚共
识，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
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
复杂局面，全党全国上下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十三五”规划主
要指标进度符合预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
的重大进展。

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
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
这既是决胜期，也是攻坚期，做好经济工作十分
重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
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得到人民认可、经
得起历史检验。 （下转第四版）

人民日报社论：

坚决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


